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版版 时事· 编辑：王淑芳 电话：2833373 邮箱：ndmdrb@163.com
美编：郑 潇 校对：何 东环球 2018年

6月6日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与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4日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叙利亚北
部曼比季安全稳定问题的合作路线图。
土方在会后还透露，美国将如期向土耳其
交付F-35战机。

近期，土耳其欲购买俄罗斯 S-400 防
空系统一事持续发酵，美国威胁向土停售
F-35 战机，土方则威胁收回美空军基地。
分析指出，此次华盛顿会晤取得成果，意
味着土美关系峰回路转，但合作前景不被
看好。

昔日盟友昔日盟友 嫌隙渐深嫌隙渐深

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唯一成员国，也
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近两年来，
土美关系持续紧张，盟友关系岌岌可危。

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美
国对土政府提出的引渡相关反对派人士
的要求未予积极回应，引起土方强烈不
满；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指责美国支持
库尔德武装，损害了土国家利益，为此出
兵进入叙境内，夺取库尔德武装控制区。

去年12月，土耳其同俄罗斯就购买俄
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达成贷款协议，让
美国大为恼火。上月23日，美国参议院军
事委员会公布年度国防政策草案，表示美
国将推迟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战斗机，以
抗议土购买俄制武器。

从华盛顿会晤取得成果看，土美显然
已经意识到双边紧张关系正濒临失控危
险，如果任由发展，两国很可能分道扬镳，
彻底丧失合作机会，因此迅速达成共识，
为日趋紧张的关系降温。

形势所迫形势所迫 各有所图各有所图

分析人士认为，土美关系突然峰回路
转，双方也是各有所求：土耳其希望继续
借重美国扩大其地区影响力；美国也不会
把土耳其彻底推向俄罗斯，希望土继续在
中东地区发挥盟友作用。

土美就曼比季问题签署协议对双边关
系改善具有积极意义。曼比季由叙库尔德
武装控制并有美国驻军，土耳其一直要求
美停止支持库尔德武装并让该武装离开曼

比季。合作路线图的签署，意味着美国可
能接受了土在库尔德问题上的部分主张。

此外，今年3月，土耳其夺取叙西北部
城市阿夫林，这里距离曼比季 100 多公
里。如果土耳其在叙北部继续扩大战果，
很可能同驻扎曼比季的美军正面对峙。
签署合作路线图的用意还在于加强协作，
避免盟友间擦枪走火。

土美 4 日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强
调两国“将本着盟友关系的精神继续合
作”。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为维系盟友关
系实际上对土做出了让步，这也表明土在
处理对美关系上“硬碰硬”的策略取得了
效果。

矛盾缓和矛盾缓和 前景难测前景难测

土美关系峰回路转，然而短期合作无
法掩盖深层矛盾，长期来看双方关系的基
础并不稳固。

当前，随着中东乱局不已和美国在中
东影响力相对衰退，域内大国悄然崛起，
土耳其等国在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

的愿望更加强烈，在处理地区重大问题时
更敢于有所作为，这必然会与美国维护和
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的目标发生冲突。

去年年底，美国宣布把美驻以色列使
馆迁往耶路撒冷，土耳其反应之激烈不亚
于中东其他国家。今年 5 月，美国驻以使
馆迁址引发巴以流血冲突，土耳其更是谴
责以士兵的射杀行为是“大屠杀”。

此外，土美作为盟友在战略互信上仍
存赤字。土耳其认为，美国作为土重要战
略盟友，并未对土政府维护国内稳定、国
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关切给予足够重
视。而在美国看来，土耳其希望成为地区
大国的抱负日益明显，客观上将侵蚀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对于土耳其利用
俄罗斯制衡美国，让俄罗斯坐收渔利的做
法，美国也尤为不满。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的地区大国抱
负与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愿望存在根本性
矛盾，不可能因为一个合作路线图就得以化
解，因此土美关系很难就此得到完全修复。

□ 新华社记者 邵杰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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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作社遗失 2017 年 7 月 6 日由宁德市蕉城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社会信用
代码：93350902MA3459D94Q。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白鹤岭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开户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030000772201。声明作废。

福建上智安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 2006 年 11 月 23 日由宁德市蕉城区地方税务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350902772904958。声明作废。

福建上智安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8年6月6日

巫立进(身份证号码：352226196201070018)：
本院受理（2018）闽 0902 民初 24 号原告缪小

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闽 0902 民初 24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6日

黄贤贵（身份证号码：352201199112245812)：
本院受理（2018）闽 0902 民初 128 号原告陈禹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闽 0902 民初 128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6日

郑石琛、黄巧英夫妇遗失女儿郑涵嫣的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O350894804。声明作废。

挂失人：郑石琛 黄巧英
2018年6月6日 公

告

遗失
声明

土美关系何以峰回路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

夫在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前夕接受中国
媒体采访时表示，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 17 年来走出了一条宽广而
光明的道路，已成为各个国家和
民族间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典
范，为和平、和谐与进步打造了坚
实基础。

热恩别科夫说，上合组织成
员国恪守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在安全、经贸、人文
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合作，在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发挥着积极的建设
性作用，上合组织为成员国经济
合作和共同发展创造了最为有利
的条件。

他表示：“我们相信，只有通
过提高上合组织整体经济实力，
增加就业机会，增进普通民众福
祉，我们才能攻克前进道路上的
所有困难和挑战。”

他说，在即将召开的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上，各国元首将共同
制定新的合作规划，为促进新时
代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发展开
辟更美好前景。

关于吉中关系，热恩别科夫
表示，吉中关系稳步发展，处于两
国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他热切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并愿为
深化两国经贸、投资、交通和人文
等领域的合作作出一切努力。

他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
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
两国在交通、贸易、旅游、能源和
采矿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我
们准备采取积极措施，提升两国
贸易额，不断优化贸易结构，促进
吉农产品对华出口。”

热恩别科夫建议，积极利用
两国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和商业
机构共同参与建立双边金融合作
机制。他说，投资是经济增长的
主要来源之一，所以，为投资者创造良好条件是我们
的首要任务。

他表示，吉中还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开展有效合
作，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两国将继续在安全、人
文、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再过几天，我将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考
虑到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自然也期待在各领
域取得相应成果，”热恩别科夫说，“我们高度重视两
国间的互信关系，愿加强政治对话，深化经贸、投资、
交通和人文领域的合作。期待此访能推动两国各领
域务实合作实现新突破。”

热恩别科夫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予以高度评价。
他说：“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的辉
煌成就，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
国领导人的英明领导与正确决策为中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人民生活的切实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他看来，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通
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平台，中国
有能力大规模投资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大型
基础设施项目。“我相信，亚投行不仅将促进亚洲基
础设施建设，使之成为亚洲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有
助于提升融资效率及各国对地区发展的贡献。”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热恩别科夫说，吉方支持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也完全赞成中国
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这一理念反
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智慧，也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意义所在。

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上合组织地
区的发展带来了众多机遇，也为促进上合组织发
展同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在“一带一路”沿
线。“一带一路”倡议着眼的“五通”（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上合
组织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路径，也拓展了本组
织的合作领域。

□ 新华社记者 关建武
(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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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雅得6月 4日电（记者
王波）沙特阿拉伯交通总局 4 日向 10
名沙特女性颁发驾照，这是沙特历史
上首次向女性颁发驾照，为 3 个星期
后女性开车上路铺平道路。

沙特交通总局的声明说，这 10 名
女性已在国外获得驾照。她们在沙特
经过简单的驾驶考试和视力检查合格
后获发驾照。

当天，沙特女性从交通部门官员
手中接过驾照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
大量转发。很多沙特网友表达对女性
获得驾照的兴奋之情。

沙特新闻部的一份声明说，预
计下周将有 2000 名沙特女性获得驾
照。

长期以来，掌管社会和伦理的沙
特宗教当局以女性驾车可能引发性骚
扰、陌生男女接触等社会问题为由反
对女性驾车。虽然沙特法律没有明文
规定，但沙特交通部门从未给女性颁
发过驾照。

近年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
其父萨勒曼国王支持下，对沙特社
会、经济和宗教进行大胆改革，出台
了一系列举措，赋予妇女更多权利。
去年 9 月，沙特宣布从 2018 年 6 月起
允许女性开车。根据交通部门计划，
沙特女性将从今年 6 月 24 日起可开
车上路。

首次向女性发驾照

沙 特

新华社渥太华6月5日电（记者 李保
东）一辆载有 35 名中国公民的旅游大巴
车4日下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普雷斯科特
地区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经中
国驻加拿大使馆确认，目前事故已造成 1
名中国公民死亡，其余34名受伤中国人已
送医救治。

事发时，车上共有 37 人，除 1 名司机
和 1 名导游是美国人外，其余 34 名游客和

1 名领队均为中国公民。车祸发生后，37
人分别被送往事发地附近 5 家医院救治。
截至当地时间 5 日凌晨 2 点，警方确认，车
上中国公民 1 人死亡，1 人生命垂危，另有
3人伤势较重。

据了解，出事旅行团来自北京一家
旅行社，负责地接的是一家美国旅游公
司，游客主要来自上海、江苏和浙江等
地。

多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称，可能因司机打瞌睡致使汽车失
控，撞上路边隔离石墙，大巴车头受损
严重并已变形。车上游客有的被飞石砸
伤、有的被碎玻璃划伤，还有不少人骨
折，死者和重伤者都是坐在车右侧的。

接到通报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分别与负责事故调查
的相关单位取得联系，了解事故详情，并

要求警方尽快调查事故原因，确认有关
医院妥善救治伤员；要求涉事旅行社切
实承担责任，妥善处理受伤中国游客医
疗及赔偿等后续事宜。同时使馆派员赶
赴医院看望伤员。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杨云东表
示，使馆将继续密切跟踪事故调查和处理
进展，与有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为
我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加拿大发生交通事故中国公民1死34伤

新华社惠灵顿 6月 5日电（记者 郭磊 田
野）新西兰第一产业部近日在惠灵顿发表声明，
要求所有国际船舶抵达新西兰前均要自觉“清
洁”船体直至达到新西兰生态安全标准，以此确
保新西兰水体环境安全，降低外来物种入侵和水
体污染风险。

新西兰生物保护部部长达明·奥康纳此前在
一份声明中指出，新西兰大约 90%的外来物种都
是被国际船舶“携带”入境的，例如日本海带、缨
鳃虫等。外来物种的入侵对新西兰的水产养殖
业、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构成挑战。据其介绍，
新西兰是世界上首个对外来船舶实施清洁法令
的国家。

根据新法令，从 5 月 15 日起，计划抵达新西
兰的国际船舶负责人需证明他们已采取能确保

“船体干净”的措施；对于不能提供证明的船舶，
新西兰生态环境官员将派潜水员对船体清洁度
进行严格检查。如船体污染严重，新西兰生态环
境官员有权命令船舶进行清洁，甚至将“脏船”驱
离新西兰海域。

此外，船主如拒绝执行该法令，可能面临牢
狱之灾，并可同时被处以5万至10万新西兰元（1
新西兰元约合0.7美元）的高额罚款。

新西兰第一产业部负责媒体联络的保罗·哈
利特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尽管该法令配
有明确的经济处罚条款，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

“脏船”被施以罚款，最严重的结果只是被驱离。
如果船只清洁度不能达到政府要求，船主需要支
付潜水员检查费，还要承担滞留期停靠和无法按
期装卸货物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

哈利特强调，凡计划在新西兰水域停留达到
21 天以上，或将停靠两个以上港口的船只，就被
视为长期停靠，要做好接受严苛检查的准备。反
之，短期停靠船只允许船体有 5%以下面积的轻
微生物附着。此外，根据商船、货轮、工作船和游
艇的类别区分，船主需向政府提供的文件和标准
也不一样。

他说，目前尚未发现来自中国的船只明显不
达标，但他还是建议船主认真阅读第一产业部网
站关于“船体生态安全标准”的详细内容。

新西兰驱离“脏船”以保护水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