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峰会前“讨债”

北约 29 个成员国领导人定于
11 日至 12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
会。《纽约时报》2日报道，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峰会前数周分别致信多国
政府，再次催促盟友们多交“份子
钱”，即达到年军费开支相当于各自
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

2014年9月北约威尔士峰会确
定这一军费增加目标，限定10年内
达成。截至 2016 年，除美国外，希
腊、英国、爱沙尼亚、波兰达到要
求。特朗普此前多次抱怨其他北约
成员国未兑现承诺。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取
的信件内容，特朗普致信挪威首相
埃尔娜·索尔贝格时写道，挪威是北
约“北翼‘耳目’”，也是“唯一一个与
俄罗斯接壤”却缺乏“可信”军费开
支计划的北约成员国。

一名德国官员认为特朗普给德
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信函“不太友
好”。特朗普在信中把德国树为其他
北约成员国的“榜样”，称德国国防开
支持续不达标“破坏北约安全”，“给不
想兑现军费承诺的盟友以口实”。

两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 3日告

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国防部
长詹姆斯·马蒂斯曾致信英国国防大
臣加文·威廉姆森，警告英国恐难保
全球地位，除非英国政府在现有“份
子钱”达标基础上继续增加军费。

不会被吓倒

多国政府3日确认收到特朗普政府
信函。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
恩说：“我们遵守2%的既定目标，我们正
在这一道路上前行，我们准备……在北
约内部承担重要责任。”

当有人暗示德国政府的解释可
能无法打动特朗普时，冯德莱恩反
驳说，“我们不想打动任何人”，德国
对北约的投入与“我们的盟友或伙
伴一样重要、恰当、公平”。

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说，北

约峰会等会议开幕前，类似信件“常
见”，他“没有太被这类信件吓到”。

米歇尔说，比利时在北约发挥
了应有作用，“我们与北约盟友参与
了不少军事行动”。

挪威国防大臣弗兰克·巴克－
延森 3 日告诉美联社，挪威将遵守
2014年所作承诺，强调挪威在新型
军事装备上的花销“远超”北约目
标。加拿大国防部长哈尔吉特·萨
詹的发言人说，加政府致力于10年
内将防务支出增加超七成。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说，所谓“份子钱”目标只是指导意
见。“你可让10名律师提供（2014年

“威尔士峰会宣言”）文件的法律解
释，之后我猜你会得到10个不同答
案，”他说，“这份文件不是法律文件，
只是显现政治承诺的政策性文件。”

不当存钱罐

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霍根·
吉德利 3 日证实，特朗普会在下周
北约峰会上重申，美国不想再当“世
界的存钱罐”。

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
法，挪威国防大臣延森认为，“分摊
负担将是7月北约峰会一个焦点议
题，挪威期待继续讨论这一议题”。

美联社评述，一些北约官员担忧，
因关税、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形成的分歧恐破
坏跨大西洋联盟团结。

美国媒体网站 axios曾报道，特
朗普上月在加拿大告诉其他七国集
团领导人，“北约和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一样糟”。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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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北部本周晚些时候
预计迎来强降雨，可能加大营
救一支少年足球队脱离洞穴
的难度。

政府官员 3日说，鉴于降
雨可能增加洞穴内积水，12
名球员和一名教练或许必须
潜水脱离险境。救援人员担
心，潜水出洞伴随较大风险。

天气预报显示，清莱府等
地本周晚些时候将迎来强降
雨。泰国正值雨季，频繁降水
可能持续到10月。

内政部长阿努蓬·保津达
3日说，尽管救援队仍在努力
从“銮洞”往外抽水，这一四处
延伸的大型洞穴群显然难以
排干。为了赶在下大雨前脱
离险境，足球队员们可能需要
在专业潜水员带领下，按照搜
救人员进洞路线，潜水脱身。

这支足球队的球员和教
练 6 月 23 日进入銮洞探险时
遭遇洪水，躲在洞内一处地势
相对较高的坡地上。

“潜水不容易。对从来没
有潜过水的人来说，会有难度。
与在游泳池里不同，洞里有些小
通道，”阿努蓬说，“如果中途出
了岔子，可能会危及生命。”

救援人员估计，足球队员
所处位置，相距洞穴入口大约
1500米，这段路径的大约一半
处于水淹状态。

英国洞穴救援协会参与这
次救援，在一份声明中提醒：“虽
然（洞内）水位下降，潜水条件依

然困难。”任何让受困人员潜水
逃生的尝试都应慎重，需要考虑
技术上的巨大挑战和风险。

参与救援的洞穴潜水员
本·雷梅南茨接受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采访时说，最简单的营
救方式是“继续从洞穴中往外
抽水”。按照他的说法，如果
水位能再下降一米左右，足球
队员们可以穿上救生衣，在救
援人员引领下漂出洞穴。

强降雨即将到来，这一方
案难以实现。雷梅南茨说：

“时间对他们不利。”
救援队考虑过从地面钻

洞，但这需要在地表确定足球
队员所处的精确位置。英国
洞穴救援协会助理副会长加
里·米切尔告诉美联社记者，
受困人员所处位置可能距离
地面800米至1000米，需要钻
透岩层，“费事棘手”。

救援队还在洞外寻找别
的入口，希望找到一条合适的
裂沟，能从另一面通往队员们
所处坡地，但至今没有找到。

“显然，现在最大的风险

是降雨，”米切尔说，“如果开
始下雨或者雨不停导致水位
升高，就需要更抓紧一点了。”

智利矿难幸存者奥马尔·
雷加达斯曾经被困井下 69
天，3日向大洋彼岸的泰国少
年足球队发去信息，鼓励他们
互相帮助、等待救援。

雷加达斯和 32 名工友
2010年 8月遭遇铜矿塌方，在
地下熬过69天后获救。

雷加达斯 3 日接受美联
社采访时说：“这对他们来说
太糟糕了。他们年纪还小，但
我相信这些坚强的小子们能
够一个不少的出来。”

作为“过来人”，雷加达斯
给出自己的建议：“他们唯一
应该想的就是一定会离开那
里，与家人团聚”。

除了信念和祈祷，雷加达
斯说幽默非常重要。

“他们不需要为害怕而感
到羞耻，”雷加达斯说，“因为
我们也害怕，也掉眼泪。即使
是成年男人，我们也哭。”

据新华社电

美媒曝

特朗普想给伊朗
革命卫队贴标签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 2 日独家报道，唐纳
德·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把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作为
向伊朗施压的一种手段。

多名现任或曾任政府高级官员的
消息人士披露，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此
事有分歧，讨论数月未达成共识。

将外国组织机构定性为恐怖组织
属美国国务院职权范围。消息人士
说，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支持这一
举措，他希望给伊朗的定性越多越好，
以便挤压伊朗经济。

一旦伊斯兰革命卫队被定性为恐
怖组织，白宫就可冻结资产、发布旅行
禁令，在现有对伊朗经济制裁基础上
施加刑事处罚。

特朗普5月初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美国政府对伊朗追加多轮制
裁，包括要求所有国家11月前停止从伊
朗进口石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约翰·博尔顿6月对欧洲作游说之旅
时称，美国希望伊朗“无条件投降”。

部分美国官员对贴标签一事提出
警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说，
这可能置美国武装力量于危险中。

一名曾任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消
息人士说，关于伊朗的讨论数年来屡
次浮现，通常由具体事件或情报触
发。这名消息人士说，美国情报机构
会告知时任政府“这样做或不这样做”
可能会发生什么，对伊朗施压的决定
总会让一些人担忧：“那会对我们在伊
拉克和叙利亚的驻军造成何种影响？”

部分美国官员指出，把伊斯兰革命
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尽管引人注
目，但基本属象征性举措。按照时任总
统乔治·W·布什在“9·11”后签署的遏
制恐怖分子融资行为的行政令，伊斯兰
革命卫队早已被视为恐怖主义实体。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
被控4项罪名

据新华社吉隆坡7月4日电 马
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4日被检方提起
公诉，罪名为贪污和背信罪，但纳吉布
否认有罪。

当天上午 8时 20分左右，纳吉布
被带至吉隆坡法院。在法庭上，检方
指控纳吉布在担任马来西亚总理、财
政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在涉及“一个马
来西亚发展公司”（“一马公司”）前子
公司 SRC国际的交易中，分 3次为自
己获得 4200 万林吉特（1 林吉特约合
0.25 美元），触犯了马来西亚相关法
律，涉嫌贪污和3项背信罪。

如果定罪，上述罪名每一项最多
可以判处 20 年监禁。纳吉布当庭否
认所有指控。

当天，检方要求纳吉布缴纳 400
万林吉特的保释金才可获得保释，但
纳吉布的辩护律师以纳吉布银行账户
被冻结为由，称保释金过高。最后法
官同意纳吉布缴纳100万林吉特获得
保释，但他需要交出自己的护照。

法官还表示，案件初定于8月8日
举行审前听证，正式审理时间初步定
为明年2月。

镇江供电公司7月8日
至7月10日停电检修预告

日期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配变
停电范围

7 月 8 日 07:00-16:30 10kV 辛工线
14312 开 关 以 下 ，至 14322、143144、
143148 开 关 ；10kV 华 村 147 线 ，至
1471G23、1471F95 开关；10kV 沿江 146
线，至 14600 开关；10kV 辛镇 210 线辛
丰集镇 02 号变熔丝具以下；10kV 苏游
1F95 线，至 1F9501 开关；10kV 京杭线
54404 开关以下；10kV 希西维线 53902
开关以下 143 线：镇江市丹徒区金振
矿粉制造有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天
源轴承厂、镇江大洋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镇江瑞丰置业有限公司、镇江市世
茂置业有限公司、森源轴承厂、辛丰村
09 号变、辛丰麻村、辛丰集镇 09 号变、
辛丰村 29 号变、辛丰村 30 号变、润盛
家园 01 号变、润盛家园 02 号变、润盛
家园西、辛丰前进路、辛丰村 20 号变
147 线：镇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
队 (车辆管理所)、辛丰横山三茅宫道
院、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
润山大酒店有限公司、江苏希西维轴
承有限公司、科鲁迪卫浴制品(江苏)有
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林富水
泥制管厂、江苏苏建路桥机械有限公
司、镇江市永和物流有限公司、江苏省
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38 省道镇南
立交至丁岗段工程 A4 标项目经理部、
鑫旺建筑材料厂(码头)、镇江市丹徒区
辛丰中天建材厂、镇江亨威轴承有限
公司、辛桥 01 号变、辛桥蔡家、丁卯东
石 12 号、丁卯东石三组、丁卯东石 10
号、丁卯东石 01 号、丁卯东石 11 号、丁

卯东石一组、丁卯东石 04 号、丁卯东石
八组、丁卯东石村 02 号、丁卯东石 06
号、丁卯东石郭家、丁卯东石十一组、丁
卯石城村委会、丁卯西石10号、丁卯西石
13 号扬家、丁卯西石大塘、丁卯西石 04
号、西石 16号变、丁卯西石魏家、西石马
王沟、丁卯西石 01号、丁卯西石八组北、
丁卯东石 05 号、丁卯东石 08 号、东石码
头、丁卯杜村西、丁卯东石 03号、丁卯东
石庄前跳变、三圩王家庄、辛丰三圩四
组、三圩02号变、辛丰三圩01号变、辛丰
三圩谢家、开仪二组、开仪 01号变、辛丰
前开仪配变、辛丰开仪02号变、辛丰南圩
二组、辛丰前开仪南配变、辛桥 09号变、
辛桥 04 号变、辛丰辛桥蔡家北、辛桥王
家、辛桥王家北、辛丰集镇 06号变、辛丰
集镇 18 号变、辛丰集镇 17 号变、辛丰世
纪花园、辛丰集镇19号变

210线：辛丰集镇02号变
1F95 线：镇江远大传动机械有限

公司、镇江市自来水公司 (沿江路增压
站、镇江市润江屠宰有限公司、丁卯西
石 07 号、丁卯西石八组中、丁卯西石
09 号、丁卯西石 08 号、丁卯西石八组、
辛丰沿街 03 号变、辛丰沿街五组南、
辛丰沿街三组、辛丰沿街村中、辛丰沿
街 01 号变、辛丰沿街 02 号变、沿街六
组、丁卯西石 06 号、丁卯沿街五组、丁
卯千里 09 号、西石 15 号变、丁卯西石
02 号、丁卯东石 07 号、辛桥姜家庄、辛
桥吴家、辛桥 03 号变、辛桥 06号变、辛
桥08号变

537线：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7 月 9 日 7:00-12:00 10kV 黄序线

1S1102 开关以下，至 1G311S11 开关 镇
江汇川物流有限公司、镇江市水业总公
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市

丹徒区城市管理局、镇南小徐庄、徐庄、
江苏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昕嘉仕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 月 9 日 6:00-12:00 10kV 茶场线
11461 开关以下，至 11432、114235 开关；
10kV 茶场线 11421 开关以下 镇江市自
来水公司(高资增压站)、镇江宏盛台钳有
限公司、高资东方桥、高资勤丰二组、中
化道达尔油品有限公司镇江高资加油
站、镇江峻捷铸造材料有限公司、高资唐
驾庄香山寺、高资唐驾庄

7 月 9 日 09:00-11:00 10kV 龙 泉
线 27311 开关以下，至 2731F42 开关 镇
江康飞机器制造有限公司、镇江东方
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富鼎 (镇江)
特种织品有限公司、金刚金属工业 (镇
江)有限公司、北美国际 (镇江)机械零
配件有限公司、镇江市华隆纸塑材料
有限公司、镇江华泰散热器有限公司、
龙泉村南

7月9日 8:00-12:00 10kV加工区Ⅱ
线 12602 开关以下，10kV 加工区Ⅰ线
12506开关以下

125 线：镇江出口加工区发展局、镇
江新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镇江中
运海运仓储发展有限公司

7 月 9 日 6:00-12:00 10kV 三桥线
15502开关以下，至1551F40开关 镇江新
区路灯管理所、江苏首控制造技术有限
公司、江苏明兴电气材料有限公司、江苏
九昶科技有限公司、镇江新区大港路灯
管理所、姚桥漕丰、姚桥小学、姚桥集镇
1、姚桥集镇樊家村

7月10日 06:00-12:00 10kV江奎线
1H3102开关以下；10kV沃得线 23213开
关以下 1H31 线：镇江新区横山实业有

限公司、镇江亿都置业有限公司、镇江市
路灯管理处、江苏嘉德车业有限公司、镇
江广运达汽车有限公司、镇江中博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 月 10 日 6:00-14:00 10kV 南庄线
13303开关以下；10KV包巷线18103开关
以下

133线：官舍电灌站、宝堰前障 04号
变、前障02号变、前障横塘村、官舍4组、
南庄村9组、宝堰官舍东、宝堰官舍2组、
宝堰官舍 02 号变、宝堰官舍 03 号变、官
舍 5组、官舍村 10组、官舍 01号变、宝堰
官舍04号变、官舍村一组

181线：宝堰通北排涝站
7 月 10 日 6:00-12:00 10kV 陈丰线

21101 开关以下，至 21102 开关；10kV 陈
丰线21105开关以下 镇江市丹徒区高资
炭渚黏土供应站、镇江市丹徒区刘牛石
膏缓凝剂厂、镇江市顾氏磁业有限公司、
镇江市丹徒区晓采建材有限公司、高资
陈丰蔡家窑组、高资陈丰、高资红峰陶家
庄南、

7 月 10 日 8:00-12:00 10kV 精细线
22602 以下；10kV 精细线 22611 开关以
下，至177226开关 镇江南华糖业有限公
司、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超跃化学有限公司、江苏华兴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镇江新区路灯管理所、水业
公司、镇江新区大港虹明五金制品加工
经营部、镇江新区大港路灯管理所、镇江
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赵庄南、北山村、
北山车碾口、北山水牛巷

7 月 10 日 06:00-12:00 美坡 1H24
线：新城市花园三期1号开关站：10kV配
电Ⅶ7B25线；10kV配电Ⅱ2B25线

7B25线：新城市花园三期7#电房
2B25线：新城市花园三期7#电房

镇江供电公司7月12日停电检修预告
停 送 电 时 间 停 电 线 路/配 变

停电范围
6:00-12:00 10kV 丁卯Ⅱ11200 开

关以下,至 11201 开关；至瑞泰开关站 112
开关 象山秦家湾西、丹徒建筑工程公
司、康泰花园、江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公用
事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镇江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

6:00-12:00 10kV 泵站 I 线 24504
开关以下,至245603开关 环城路东

6:00-12:00 10kV 姚镇 153 线，至
153170（Ⅰ）、153170（Ⅱ）、1531F15 开关；
10kV桥东152线，至1521F35（Ⅰ）、1521F35
（Ⅱ）、1521F40、1521D22 开关 153 线：
镇江东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镇江新区
华盛工具厂、大秦胶木厂、姚桥集镇 03 号
变、姚桥集镇电力路、姚桥集镇 2组南、姚
桥集镇 14号变、姚桥集镇 06号变、姚桥镇
一 01号变、姚桥集镇 17号变、姚桥集镇菜
市场、姚桥集镇02号变、姚桥集镇13号变、
姚桥集镇 26号变、姚桥集镇 22号变、姚桥
集镇 23 号变、姚桥仲家 1 队、姚桥集镇 18
号变、姚桥仲家01号变、姚桥集镇01号变、
姚桥集镇 19号变、姚桥集镇 20号变、姚桥
集镇21号变、姚桥集镇小区、姚桥集镇西、

姚桥集镇 27 号、姚桥集镇酱醋厂、姚桥集
镇南街

152线：镇江新区路灯管理所、江苏昊
宸催化器科技有限公司、镇江新区大港路
灯管理所、镇江市水业总公镇江新区交通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镇江销售分公司、镇江市飞
亚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南石化配件
厂、镇江新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姚桥
镇一 03号变、姚桥镇一 04号变、姚桥东川
赵家、姚桥大东07号变、姚桥大东09号变、
姚桥东川 10 号变、姚桥东川洪家村、姚桥
东川 08 号变、姚桥东川 09#、姚桥东川 07
号变、姚桥东川06号变、姚桥镇一05号变、
姚桥东王庄、姚桥集镇 28 号变、姚桥文化
中 心 8:00- 12:00 10kV 金 阳 Ⅱ 线
54213开关以下 谏壁职业中学、京口区
国明建材经营部、镇江培蕾基质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连镇铁
路项目经理部二分部、镇江市丹徒区城市管
理局、谏壁黄丝湾村东、谏壁黄丝湾、谏壁雩
山小学、谏壁纪家电站西、谏壁蒋家站西、谏
壁雩山纪家电站、谏壁纪家村北、谏壁纪家
电站南、谏壁禾家庄、谏壁禾家庄徐家、谏壁
黄丝湾新村西、谏壁黄丝湾新村、谏壁上下
张组南、谏壁东彪、于南果园

沙特解禁女性驾车后
一女车主汽车遭焚烧

据新华社利雅得7月3日电 沙
特阿拉伯麦加省警方发言人 3 日说，
一名沙特女性的汽车日前遭身份不明
者蓄意焚烧。

发言人说，1日凌晨4时30分，停在
麦加省一个村庄内的一辆汽车遭人纵火
焚烧。警方接到女性车主报案后立即赶
到现场扑灭大火，并进行取证调查。

长期以来，沙特有关部门以女性
驾车可能引发性骚扰等社会问题为由
反对女性驾车。沙特交通部门因此拒
绝给女性发放驾照。去年 9 月，沙特
国王萨勒曼宣布从2018年6月起允许
女性开车。今年 6月 24日，沙特女性
正式开车上路。

虽然允许女性驾车的决定得到了
沙特大部分民众支持，但仍有一部分
思想保守人士对此持反对立场。

特朗普索要北约“份子钱”遭多国回怼

恶
劣
天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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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
洞穴救援专家潜入洞穴为救出
被困人员做准备。 新华社发

救援人员已进入山洞为被困人员提供食品药品和可
保温的锡箔纸，以防出现意外。 新华社发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召
开在即，美国媒体曝出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致信多国领导人
讨要“份子钱”。

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挪
威等北约国家3日说，不会屈从
于特朗普政府压力，仍将依照
各自国情兑现增加军费承诺。

疑似接触不明物质
英国两人病情危重

7月4日，在英国索尔兹伯里，一
名警察在一座公园外警戒。英国警
方3日说，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上月
底在今年 3 月发生“中毒”事件的南
部城市索尔兹伯里附近疑似接触不
明物质，陷入昏迷状态，病情危重。
警方封锁两人生病前去过的地点，埃
姆斯伯里市和索尔兹伯里市均提升
安全戒备。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