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拉克军队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摩苏尔之战４日取
得重大进展， 军方当天宣布， 将
在两天内全面解放一度为 “伊斯
兰国” 占据的摩苏尔。

收复摩苏尔无疑将重创 “伊
斯兰国”， 但其生存土壤未发生
根本改变 ， 而随着战斗告一段
落， 伊拉克内部矛盾将重新浮出
水面。 伊拉克能否真正稳定， 将
考验各方的智慧和定力。

新闻事实
伊拉克军事行动指挥部一位

负责人说， 目前， 摩苏尔老城仅
剩迈丹区尚未解放， 纵深只有约
４００米， 收复之后即可宣告摩苏
尔全城解放。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４日就摩
苏尔之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向伊拉
克部队表示祝贺。

伊拉克是 “伊斯兰国” 重要
的人员和资金来源地， 失去摩苏
尔后， 该组织在伊拉克不再占有
重要城市 ， 将被迫返回伊叙边
境， 在伊拉克中央政府管控较弱
的部落领地继续生存， 其影响力
和规模将被大幅压缩。

深度分析
摩苏尔地区是以逊尼派为主

的多民族聚居区， 自教派冲突爆

发后， 与什叶派掌权的中央政府
矛盾重重。

在打击 “伊斯兰国” 的战争
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从“伊斯
兰国” 手中夺回大片原由中央政
府管辖的地区， 其中包括石油产
区基尔库克和摩苏尔部分地区。

库尔德自治区已宣布将在今
年９月举行独立公投。 但分析人
士认为， 在美国、 伊朗和土耳其
的压力下， 库区主席巴尔扎尼很
可能只是利用公投与中央政府讨
价还价。

在打击 “伊斯兰国” 的军事
行动告一段落后， 围绕摩苏尔和
基尔库克地区归属 、 库尔德问
题， 西方国家和地区大国之间的
矛盾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第一评论
“伊斯兰国” 虽遭重创， 但

其生存土壤未发生根本改变， 其
破坏力也不会骤然消失， 伊拉克
如果在未铲除这一组织的情况下
就重回 “内斗” 局面， “伊斯兰
国” 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２００３年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军
入侵伊拉克， 彻底打乱该国政治
生态， 点燃教派冲突。 在此背景
下，“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北部萌
芽，随后脱离“基地”组织，参加叙
利亚内战， 实力壮大后重返伊拉

克攻城略地，造成生灵涂炭。
趁着 “伊斯兰国” 目前遭遇

重大挫折， 伊拉克各派应团结一
致， 彻底击败这一组织， 不给恐
怖主义喘息之机。

背景链接
摩苏尔位于巴格达以北约

４００公里处， ２０１４年６月被 “伊斯
兰国” 占领， 是其在伊拉克境内
的大本营。

伊政府军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宣布发
动收复摩苏尔的战役， ２０１７年年
初收复了摩苏尔东部城区。

２月１９日， 政府军发起收复
摩苏尔西部城区的军事行动， ５
月份进入决胜阶段， 政府军控制
摩苏尔西城超过８０％的地区。

６月１８日， 伊军兵分三路进
攻摩苏尔西部老城， 摩苏尔之战
进入最后阶段。 ２１日， 反恐部队
推进至地标性建筑努里清真寺附
近， “伊斯兰国” 武装炸毁了这
座清真寺及其历史悠久的宣礼
塔 。 政府军２９日收复努里清真
寺 。 总理阿巴迪说 ， 这标志着
“伊斯兰国” 的终结。

据伊拉克难民和移民部的统
计数字， 摩苏尔战役开始以来，
已有９６万平民流离失所， 其中超
过７１万人来自摩苏尔西部城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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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民党同意调查加计学园丑闻
新华社电 日本自民党５日上

午正式同意将于１０日在参众两院
分别召开联合审查会议， 审议加
计学园丑闻， 但首相安倍晋三不
会出席。

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竹下
亘和民进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山井
和则４日和５日在国会举行了会
谈 ， 一致同意１０日在参 议 院 召
开 文 部 科 学 省 和 内 阁 委 员 会
的 联 合 审 查 会 议 ， 并 传 唤 前
文 部 科 学省事务次官前川喜平
到场作证。

安倍晋三由于５日到１２日在
德国参加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
无法出席审查会议。 在野党批评
自民党及政府刻意隐藏安倍， 欠
缺反省和诚意。 共产党委员长志
位和夫５日表示， 审查加计学园
一事是为了查明首相是否牵涉其
中， 将继续要求国会召开有安倍
出席的审查会议。

日本 《每日新闻 》 ５日发表

文章说， 自民党因加计学园丑闻
等一系列问题受到冲击， 在东京
都议会选举中惨败， 态度不得不
出现软化。

日本 《朝日新闻》 ５月披露
了部分被怀疑是文部科学省的内
部文件， 内容涉及由安倍好友担
任理事长的加计学园计划利用
“国家战略特区” 新设兽医学院
一事， 文件中说， 加速推进新设
兽医学院的程序是 “来自官邸最
高层的指示”。

此后 ， 前川喜平召开记者
会， 称这批文件确实存在。 日本
文部科学大臣松野博一６月也证
实在文部科学省内部找到已被曝
光的大部分文件内容。

日本政府一直否认此事中存
在行政干预， 却始终缺乏正面回
应。 此前， 在野党多次提出传唤
前川喜平到国会作证及在国会闭
会期间继续审查加计学园丑闻，
却一直遭到自民党拒绝。

新华社电 韩国军方与驻韩
美军５日举行联合导弹演练。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及驻
韩美军向媒体确认， 韩美两军当
天 在 联 合 演 练 中 向 朝 鲜 半 岛
东 部 海域发射多枚导弹 ， 涉及
韩方 “玄武－２” 型弹道导弹 ，
以及驻韩美军地对地陆军战术导
弹系统。

韩国媒体当天援引总统府青
瓦台的消息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
寅 下 令 举 行 这 次 联 合 演 练 ，
以 表 明韩美同盟的导弹防御姿
态。 演练同时得到美国总统特朗
普批准。

据报道 ， 朝鲜４日宣布 ， 当
天成功试射了 “火星－１４” 洲际
弹道导弹。 导弹按预定轨道飞行
３９分钟， 准确命中朝鲜半岛东部
海域公海上的预设目标。 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４日在现场观看
了发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４日
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

朝鲜当天试射弹道导弹， 敦促朝
鲜停止挑衅行为。

针对朝鲜４日宣称发射弹道
导弹， 中国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签署两
国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
合声明。 声明说， 中俄双方认为
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
决议， 双方对此均不能接受， 强
烈敦促朝鲜严格遵守安理会决议
有关要求。

声明说， 中俄双方对朝鲜半
岛及其周边局势发展表示严重关
切， 双方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和加
剧矛盾的言行 ， 呼吁有 关 国 家
保 持 克 制 ， 避 免 挑 衅 行 动 和
好 战 言 论 ， 体 现 无 条 件 对 话
意愿， 共同为缓和紧张局势作出
积极努力。

声明还说， 中俄双方建议，
朝鲜作出自愿政治决断， 宣布暂
停核爆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 ，
美 韩 相 应 暂 停 举 行 大 规 模 联
合军演。

韩美举行联合导弹演练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领导人
第十二次峰会定于７日至８日在德
国北部港口城市汉堡举行。

在世界经济出现积极迹象但
风险犹存的背景下， 汉堡峰会有
望延续和深化去年杭州峰 会 达
成 的 重 要 共 识 ， 在 应 对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 气 候 变 化 等 共 同
挑 战 方 面 寻 求 更 多 共 识 ， 以
实 现 更加平衡 、 普惠 、 包容的
可持续增长。

世界经济好转但风险犹存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 应对

危机并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
“开药方”， 始终是Ｇ２０峰会的焦
点。 在此期间， Ｇ２０为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作
出了重要贡献。

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 ， 在
Ｇ２０框架下， 各方携手走出了金
融危机后的艰难困境， 使金融市
场和经济增长恢复稳定， 而后又
为金融产品制定了监管规则 ，
继 而着眼于更加全面的发展 。
Ｇ２０寻求的 “不仅是增长， 更是
可持续增长， 是创造各方共赢的
局面”。

与一年前相比， 世界经济出
现积极迹象， 增长势头进一步巩
固。 这为各方领导人在汉堡峰会
上共商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大计创
造了有利条件。

在４月发布的最新一期 《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 中，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ＩＭＦ） 将２０１７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３．５％。 ＩＭＦ
称， 上调预期的首要原因在于欧
洲和亚洲， 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经
济表现亮眼。

欧盟委员会在春季经济预测

报告中指出， 去年底以来， 世界
经济积聚动能， 许多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实现同步增长 。 其
中， 中国经济保持较强韧性。

不过， 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
很多严峻挑战， 包括反全球化浪
潮、 贸易保护主义、 金融稳定风
险、 气候变化、 难民危机、 恐怖
主义等。 为携手应对这些全球性
挑战， 各方领导人需要在汉堡峰
会上加强协调 。 正如默克尔所
说，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
要Ｇ２０”。

贸易和气候变化议题最凸显
从去年１２月接任２０１７年Ｇ２０

主席国开始， 德国就初步拟定了
汉堡峰会的重点， 包括三个核心
目标 ： 保障稳定 、 提高未来能
力、 承担责任。

具体来看， 峰会关注的重点
包括： 增强经济韧性， 完善国际
金融体系， 继续发展金融市场 ，
提高全球税务体系的透明度、 公
平性、 可靠性， 深化贸易与投资
合作， 促进就业； 保护环境， 推
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推动落实
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利用数字化机遇， 促进健康， 促
进女性发展； 应对难民和移民问
题， 深化与非洲的伙伴关系， 打
击对恐怖主义的资金支持， 反洗
钱， 打击腐败， 加强食品安全。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失 衡 问
题 日 益 突 出 ， 一 些 地 区 和 群
体未能共享全球化红利， 反全球
化浪潮因此兴起， 贸易自由化遭
遇逆风。

汉堡峰会的主题 “塑造联动
世界” 反映了德国坚定推动全球
化的立场。 欧洲多国首脑近日也

重申支持自由贸易。 但对于美国
政府将在汉堡表明的贸易立场，
外界普遍感到不乐观 。 默克尔
说， 欧美分歧明显， 汉堡峰会的
谈判注定很艰难。

同样， 气候变化问题也因美
国政府６月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而 备 受 关 注 。 默 克 尔 说 ， 在
推动 《巴黎协定》 方面， 欧洲国
家立场统一，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坚决”。

数字化议程与非洲议题有新意
德国在担任Ｇ２０主 席 国 期

间， 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工作重
点， 并召集了Ｇ２０历史上首次数
字经济部长会议。 中国驻德国大
使史明德指出， 德国是最早倡导
“数字革命” 的西方工业化国家
之一， 重视通过数字化创新促进
经济发展和就业。

可以预见 ， 围绕数字化征
税、 扩建数字化基础设施、 消除
数字化壁垒、 建立数字化标准、
保障个人数据安全等议题， 相关
共识有望写入峰会公报。

此外， 帮助非洲发展首次作
为 重 点 议 题 被 单 独 列 入 此 次
Ｇ２０峰会议程， 其目的是通过加
大对非投资等措施， 促进非洲经
济社会发展， 从而从源头上减少
难民。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介
绍， 促进投资， 特别是对非洲投
资， 是汉堡峰会在财金渠道设置
的工作重点之一。 各方承诺深化
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合作，
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在动员私营资
本、 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
作用。

据新华社

寻求可持续增长的新共识

摩苏尔解放在即
伊拉克能否就此稳定？

美国小伙10分钟吃72个热狗创新高
新华社电 美国纽约康尼岛４

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吃热狗大赛。
在男子组比赛中， 来自加州的乔
伊·切斯特纳特１０分钟内吃下７２
只热狗卫冕成功， 并创造新的赛
会纪录。

这是３３岁的切斯特纳特第１０
次赢得此项大赛。 此前的纪录也
是他本人去年创下的， 当时他在
１０分钟内吃下了７０个热狗。

获男子组第二名的是吃下６８
个热狗的卡门·钦科蒂， 第三名
马特·斯托尼吃下４８个。

在女子组比赛中 ，２０岁的三
木须藤１０分钟内吃下４１个热狗，
连续第四次赢得冠军。 第二名米
歇尔·莱斯科吃掉３２．５个。 索 尼
娅·托 马 斯 吃 掉 ３０个 热 狗 ，获
得第三名 ，但她依然保持着 １０
分 钟 吃 下 ４５个 热 狗 的 赛 会 女
子纪录。

康尼岛热狗大赛创办于１９１６
年， 当时的冠军成绩是１０分钟内吞
下１３个热狗。 图为在吃热狗大赛
上 ， 乔伊·切斯特纳特 （前中 ）
在比赛中吃热狗。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前瞻

伊拉克军队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摩苏尔之战４日取
得重大进展， 军方当天宣布， 将
在两天内全面解放一度为 “伊斯
兰国” 占据的摩苏尔。

收复摩苏尔无疑将重创 “伊
斯兰国”， 但其生存土壤未发生
根本改变 ， 而随着战斗告一段
落， 伊拉克内部矛盾将重新浮出
水面。 伊拉克能否真正稳定， 将
考验各方的智慧和定力。

新闻事实
伊拉克军事行动指挥部一位

负责人说， 目前， 摩苏尔老城仅
剩迈丹区尚未解放， 纵深只有约
４００米， 收复之后即可宣告摩苏
尔全城解放。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４日就摩
苏尔之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向伊拉
克部队表示祝贺。

伊拉克是 “伊斯兰国” 重要
的人员和资金来源地， 失去摩苏
尔后， 该组织在伊拉克不再占有
重要城市 ， 将被迫返回伊叙边
境， 在伊拉克中央政府管控较弱
的部落领地继续生存， 其影响力
和规模将被大幅压缩。

深度分析
摩苏尔地区是以逊尼派为主

的多民族聚居区， 自教派冲突爆

发后， 与什叶派掌权的中央政府
矛盾重重。

在打击 “伊斯兰国” 的战争
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从“伊斯
兰国” 手中夺回大片原由中央政
府管辖的地区， 其中包括石油产
区基尔库克和摩苏尔部分地区。

库尔德自治区已宣布将在今
年９月举行独立公投。 但分析人
士认为， 在美国、 伊朗和土耳其
的压力下， 库区主席巴尔扎尼很
可能只是利用公投与中央政府讨
价还价。

在打击 “伊斯兰国” 的军事
行动告一段落后， 围绕摩苏尔和
基尔库克地区归属 、 库尔德问
题， 西方国家和地区大国之间的
矛盾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第一评论
“伊斯兰国” 虽遭重创， 但

其生存土壤未发生根本改变， 其
破坏力也不会骤然消失， 伊拉克
如果在未铲除这一组织的情况下
就重回 “内斗” 局面， “伊斯兰
国” 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２００３年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军
入侵伊拉克， 彻底打乱该国政治
生态， 点燃教派冲突。 在此背景
下，“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北部萌
芽，随后脱离“基地”组织，参加叙
利亚内战， 实力壮大后重返伊拉

克攻城略地，造成生灵涂炭。
趁着 “伊斯兰国” 目前遭遇

重大挫折， 伊拉克各派应团结一
致， 彻底击败这一组织， 不给恐
怖主义喘息之机。

背景链接
摩苏尔位于巴格达以北约

４００公里处， ２０１４年６月被 “伊斯
兰国” 占领， 是其在伊拉克境内
的大本营。

伊政府军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宣布发
动收复摩苏尔的战役， ２０１７年年
初收复了摩苏尔东部城区。

２月１９日， 政府军发起收复
摩苏尔西部城区的军事行动， ５
月份进入决胜阶段， 政府军控制
摩苏尔西城超过８０％的地区。

６月１８日， 伊军兵分三路进
攻摩苏尔西部老城， 摩苏尔之战
进入最后阶段。 ２１日， 反恐部队
推进至地标性建筑努里清真寺附
近， “伊斯兰国” 武装炸毁了这
座清真寺及其历史悠久的宣礼
塔 。 政府军２９日收复努里清真
寺 。 总理阿巴迪说 ， 这标志着
“伊斯兰国” 的终结。

据伊拉克难民和移民部的统
计数字， 摩苏尔战役开始以来，
已有９６万平民流离失所， 其中超
过７１万人来自摩苏尔西部城区。

据新华社

伊拉克军队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摩苏尔之战４日取
得重大进展， 军方当天宣布， 将
在两天内全面解放一度为 “伊斯
兰国” 占据的摩苏尔。

收复摩苏尔无疑将重创 “伊
斯兰国”， 但其生存土壤未发生
根本改变 ， 而随着战斗告一段
落， 伊拉克内部矛盾将重新浮出
水面。 伊拉克能否真正稳定， 将
考验各方的智慧和定力。

新闻事实
伊拉克军事行动指挥部一位

负责人说， 目前， 摩苏尔老城仅
剩迈丹区尚未解放， 纵深只有约
４００米， 收复之后即可宣告摩苏
尔全城解放。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４日就摩
苏尔之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向伊拉
克部队表示祝贺。

伊拉克是 “伊斯兰国” 重要
的人员和资金来源地， 失去摩苏
尔后， 该组织在伊拉克不再占有
重要城市 ， 将被迫返回伊叙边
境， 在伊拉克中央政府管控较弱
的部落领地继续生存， 其影响力
和规模将被大幅压缩。

深度分析
摩苏尔地区是以逊尼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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