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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X－37B空天飞机 17日搭乘
“宇宙神 V 型”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
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执行其第六次
在轨飞行任务。

据美联社报道，“宇宙神火箭”制造商
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在火箭成功发射一个
半小时后宣布上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
马克·埃斯珀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消
息，祝贺X－37B升空执行第六次任务。

美国空军部长芭芭拉·巴雷特本月
说，相比先前几次任务，X－37B 第六次任
务将开展更多试验。

空天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说，X－37B
这次将释放其携带的小卫星，在轨道上展
开试验。其中包括研究辐射如何影响种
子以及用于栽培食物的材料，还将测试可
重复利用的太空飞船技术。

X－37B又称轨道试验飞行器，其外形
类似航天飞机，但体积只有航天飞机的四

分之一，部分电源由太阳能提供。这种飞
行器由火箭送入太空，返回时像飞机那样
在跑道上滑行降落，可重复使用，但不载
人。

美国空军没有透露 X－37B 第六次任
务将在轨多长时间。波音公司太空和发
射部门副总裁吉姆·奇尔顿说，X－37B 每
次任务在轨飞行时间一次比一次长。X－
37B 飞行器 2010 年首飞，已执行 5 次在轨
试验任务，总计在轨 2865 天，最近一次任
务在去年 10月结束，创造在轨飞行最长纪
录 780天。

X－37B 项目是美国军方一个保密项
目，美国国防部对 X－37B 性能和每次任
务细节鲜有公开。外界因此对X－37B在
太空到底做了什么有各种猜测。有人认
为，它是秘密太空武器；也有人认为，它是
太空间谍活动的平台。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白宫和民主党 17 日就日前突遭
解职的国务院督察长史蒂夫·利尼克言辞
交锋。白宫一方暗示利尼克隶属密谋给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搞破坏的“暗深势力
集团”，民主党高层则认为利尼克因着手
调查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而遭打击报复。

白宫渲染“阴谋论”
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

彼得·纳瓦罗 17 日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本
周》栏目，所谓的暗深势力集团引发大量
问题，他不会为失去利尼克而哀悼。“有一
个官僚机构，那里不少人认为自己当选了
总统，而不是唐纳德·特朗普。”

纳瓦罗没有阐释作此判断的依据。
他还说，离开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总能被更

“忠诚”的人取代。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长期宣扬阴

谋论，指认公务员系统中有人构成暗深势
力集团，正暗中给特朗普搞破坏。法新社
报道，没有证据显示存在这种“影子势力”。

特朗普 15日晚致信众议院议长、民主
党人南希·佩洛西，说对利尼克“失去信
任”，宣布“免除国务院督察长的职务，即
日起 30天后生效”。利尼克 2013年 9月起
出任国务院督察长，是特朗普自 4 月以来
解雇的第 4名督察官员。这些官员负责监
督政府滥用职权和不当行为。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美国法律要求政
府提前 30天通知国会解职督察长意向，但
先前的几名官员遭解职均未经过这一流
程。而他们留下的职位空缺也都被特朗
普的政治盟友填充。

一些专家告诉路透社，特朗普政府这
种行为模式对督察官员独立发挥作用构

成威胁。“情报界告密和源头保护”组织前
执行主管丹·迈耶说，政府督察系统“已被
削弱到无效的程度”。

民主党质疑是报复
纳 瓦 罗 的 说 法 很 快 遭 民 主 党 人 反

驳。佩洛西同一天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面向全国》栏目，特朗普“炒掉”利尼克
的做法涉嫌报复，可能违法。

“总统有权解雇任何联邦政府雇员，
但事实是，如果它看上去像对督察长所做
某件事的报复，那就可能违法，”佩洛西
说，“解职本应说明理由。”

国会民主党助理向多家媒体爆料，利
尼克因着手调查蓬佩奥不当差遣国务院
工作人员而“走人”。

据美国《纽约时报》梳理，去年夏天，
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曾就一次举报展开调
查。举报称，蓬佩奥一家常派国务院安保
人员办私事，包括替他们预订餐位、取外
卖、干洗衣服和送宠物狗做美容。一些安
保人员抱怨，自己简直成了“配枪的送餐
员”。而利尼克开始调查的内容与这一举
报不谋而合。

此外，国务院工作人员对蓬佩奥不满
屡遭媒体曝光。蓬佩奥去年 4次前往他的
政治“大本营”堪萨斯州，3 次以公务名义
搭乘国务院专机。他还多次打破惯例，携
妻子苏珊出访。去年 1月夫妇俩访问中东
地区 8 天，当时国务院不少人正因联邦政
府“停摆”而停薪。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蓬佩奥等国
务院官员坚决否认有过错，在先前多次调
查中“毫发无伤”。一名白宫官员披露，特
朗普 15 日晚“应蓬佩奥私下要求”解雇利
尼克。

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高
层 16 日启动针对利尼克遭解职的调查。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埃利奥特·恩格尔
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罗伯特·
梅嫩德斯发布联合声明说，调查旨在判定
解雇利尼克是否是针对他调查蓬佩奥而
采取的一种非法报复行为。

英国《卫报》推测，对利尼克遭解职原
因的调查可能因蓬佩奥干预而进展不
顺。蓬佩奥去年屡次阻止国务院官员就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赴国会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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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新一届政府 17 日宣誓就职。
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现任总理内
塔尼亚胡与中间党派蓝白党领导人甘茨

“联姻”成功，给持续一年多的组阁僵局画
上句号。

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疫情时期成立的
新政府面临一系列内政外交挑战，其内部
也潜伏着可能导致“联姻”失败的不确定
因素。

打破僵局

内塔尼亚胡在就职仪式上说，以色列
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来应对当前的新冠
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他还宣布，
甘茨将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接替他，出任
总理。

根据双方此前达成的联合政府协议，
内塔尼亚胡将在联合政府中首先出任总
理，为期 18 个月，而甘茨任副总理兼国防
部长；18个月后，甘茨将接任总理，而内塔
尼亚胡则改任副总理。

这是内塔尼亚胡的第五个总理任期，
他已经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
理。去年 4 月以来，以色列先后举行三次
议会选举，但选后均出现组阁僵局。本月
13日晚，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组建新一届
政府。

新政府目前设有 34 名部长，疫情结束
后将增至 36 名。这是以色列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政府。按照联合政府协议，新政府
成立后的前 6 个月是“紧急时期”，必要时
可延长 3 个月。在这一时期，新政府将专
心应对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工作，以色列议

会也只能通过与之相关的立法。

重重挑战
以色列分析人士认为，新政府肩负的

首要任务是抗击新冠疫情和应对疫情给以
色列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

以色列智库“传教士”政策论坛高级研
究员伊曼纽尔·纳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新政府将面对新冠疫情造成的高失业

率、经济萎缩和企业破产等棘手问题。组
阁僵局之所以能化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以色列需要尽快恢复政治稳定，以便处理
目前的疫情和经济危机。

除疫情外，联合政府协议中提到的“唯
一政策问题”就是关于吞并约旦河西岸部
分地区。一旦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对这些地
区行使“主权”，巴以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
形势都将趋紧。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日前表示，以色
列背弃了与巴勒斯坦达成的协议，在美国
怂恿下正计划吞并巴勒斯坦被占领的土
地。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将重新考虑
与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所有协议。

欧盟 4 月底曾表示，以色列吞并约旦
河西岸将“严重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媒
体报道称，如果发生吞并行动，欧盟及其
成员国的反应将“不仅仅是谴责”以色列。

前景叵测

分析人士指出，建立在政治“联姻”基
础上的新政府存在“先天不足”，内塔尼亚
胡和甘茨之间缺乏互信，导致新政府稳定
性堪忧。

以色列阿里埃勒大学中东问题专家赫
恩·弗里德贝格对记者表示，新政府由两
个对立阵营组成，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议
程，这将给新政府的正常运转带来麻烦。

内塔尼亚胡与甘茨之间能否顺利实现
权力交接也是一个问题。有分析人士说，
甘茨将通过包括立法手段在内的多种方式
确保实现总理职位的轮换。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定于本月 24 日开
庭审理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一案，这也是
新政府面临的一大变数。如果被定罪，内
塔尼亚胡将不得不放弃总理职务，这将导
致议会解散。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对内塔尼亚胡的审判将是马拉松式的，可
能持续多年，而且内塔尼亚胡会尽量利用
其对司法部门的影响力拖延审理时间甚至
避免被定罪。

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17日电

为何炒掉国务院督察长
白宫和民主党吵个不停

新政府就职 以色列政治联姻能否长久

5 月 17 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右一）步入位于耶
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参加该国第35届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新华社发

史蒂夫史蒂夫··利尼克利尼克

美神秘空天飞机再赴太空

55月月1717日日，，美国空军美国空军XX－－3737BB空天飞机搭乘空天飞机搭乘““宇宙神宇宙神VV型型””火箭发射升空火箭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东京 5 月 18 日电 日本首支
“太空作战队”18 日在东京都府中基地成
立。日本防卫省称，太空作战队的主要任
务是监控太空垃圾、陨石及不明卫星。

“太空作战队”隶属于日本航空自卫
队。当日，日本防卫省举行了太空作战队
授旗仪式。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仪式
上说：“为了尽早适应新的安保环境，必须

快速打造能实时监控太空情况的体系。”
日本防卫省称，目前太空作战队约有

20人，计划到 2023年扩展到 100人以上并
全面运行。太空作战队将与日本宇宙航
空研究开发机构及美军实现信息共享。

据称，日本自卫队正探讨向美国太空
作战中心派遣联络员，加强日美联系与协
作。

日本成立首支太空作战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