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财政部７月３１日宣布对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制裁。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的制裁措施
对委内瑞拉影响有限， 反而有可
能 “火上浇油”， 加剧委内瑞拉
日趋复杂的局面， 不利于政治解
决当前委内瑞拉国内问题。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
中说， 已将马杜罗列入外国资产
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名单。 根据制
裁措施， 马杜罗在美国境内的资
产将被冻结， 同时美国人将被禁
止与其进行交易往来。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
中称7月３０日举行的委内瑞拉制
宪大会选举非法， 并表示任何当
选委内瑞拉制宪大会代表的个人
都将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马杜罗随即对美国的制裁措
施作出回击。 他发表讲话说， 不
会被美国的威胁和制裁打倒， 他
对此 “毫不畏惧”， 制裁措施恰
恰显示了美国政府的 “无能、 绝
望和仇恨”。

委内瑞拉国际问题专家塞尔
希奥·罗德里格斯指出， 美国政
府对马杜罗的制裁措施对委内瑞

拉影响有限， 象征意义远远大于
实际效果， 反而暴露了美国长期
以来敌视委内瑞拉、 介入委内部
事务的企图。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自
１９９９年查韦斯就任总统后一直处
于紧张状态。 两国自２０１０年７月
以后一直没有互派大使。 查韦斯
２０１３年逝世后， 两国关系未见好
转。 ２０１５年３月， 时任美国总统
奥巴马下令对７名委政府、 军队
高官和企业高管实施制裁， 并称
委内瑞拉局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
对外政策构成 “独特和非同寻常
的威胁”， 宣布对委实施 “紧急
状态”。

２０１６年３月 ， 美国宣布将制
裁委内瑞拉部分官员的行政命令
延长一年， 引发委政府不满。 委
召回驻美国使馆代办， 两国关系
更加紧张。

今年２月１３日， 美国财政部
以涉嫌 “在国际毒品走私中扮演
重要角色” 为由， 宣布对委内瑞
拉副总统艾萨米实施制裁。 美国
财政部７月２６日宣布， 对委内瑞
拉１３名现任和前政府官员实施经

济制裁。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袁

东振指出，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
直采取敌视委内瑞拉政府的态
度， 只要现执政党还在执政， 美
国的这一态度就不会改变。 但他
认为， 经济制裁很难逼迫委政府
改弦更张， 反而会让马杜罗政府
的态度更加强硬， 不利于委朝野
实现对话和和解。

社科院拉美所中美洲和加勒
比研究中心秘书长王鹏认为， 美
国既有的制裁都是指向委内瑞拉
政府和执政党的高官， 意在威慑
和分化委政府内部力量。 但据美
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政府下一步
很可能拿委内瑞拉对美国出口石
油贸易开刀， 或者限制美国企业
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合作。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大学能源
问题专家戴维·帕拉维西尼认为，
委内瑞拉严重依赖石油出口。 如
果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石油领域采
取制裁行动， 势必对委经济造成
严重影响， 而背后可能隐藏着美
国企图夺取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
意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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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７月３１日
说， 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 （通联
办） 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当天被
免职。 他任职仅１０天 ， 成为白宫
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通联办主任。

白宫新闻办公室当天发布声
明说： “斯卡拉穆奇将离开白宫
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的职位， 我
们祝他一切顺利。” 声明说， 斯
卡拉穆奇本人希望为当天走马上
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
“提供一个全新开局， 并让他有
组建自己团队的能力”。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当天
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总统
特朗普对斯卡拉穆奇在过去几天
公开发表的一些粗鲁言论不满，
认为不符合其通联办主任的形

象。 此外， 特朗普不希望凯利因
白宫内部排序问题受到困扰。

斯卡拉穆奇近日多次在公开
场合辱骂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
伯斯， 指责其泄露白宫机密。 斯
卡拉穆奇还表示自己有越级向总
统直接汇报的权利。 他与白宫其
他官员的冲突导致前新闻秘书斯
派塞和普里伯斯先后辞职， 引发
舆论对白宫官员从属关系混乱的
质疑。

斯卡拉穆奇本人尚未对离职
一事作出公开回应， 其社交媒体
认证仍为 “白宫通联办主任”。

斯卡拉穆奇现年５３岁， 此前
在高盛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 是
特朗普早期支持者之一。 他２１日
被任命为白宫通联办主任。

白宫通联办主任任职10天即被免职美俄“外交过招”两国关系何去何从

美国制裁马杜罗 专家认为效果有限

研究显示睡眠不足可能导致肥胖

共享单车企业摩拜将于9月进军伦敦
新华社电 中国共享单车企

业摩拜７月３１日宣布将于９月进军
伦敦， 进一步开拓英国市场。 伦
敦也将成为继曼彻斯特之后摩拜
在英国推出共享单车服务的第二
座城市。

摩拜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
９月初将在伦敦伊灵区首批投放
７５０辆共享单车，预计未来还会进
一步增大投放力度， 并向伦敦的其
他行政区提供价格优惠的共享单
车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摩拜英国总经理史蒂夫·派
尔说， 摩拜致力于通过与全球城
市合作来推广共享单车文化， 而
伦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摩拜单车带有卫星定位系
统， 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
找到离自己最近的车， 用手机扫
二维码解锁。 使用结束后， 用户
可以停靠在目的地附近允许停放
的地点并重新上锁。 伦敦的用户

现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摩
拜单车的应用并注册自己的账
户， 然后一次性储值２９英镑 （约
合２５８元人民币）， 每骑行半小时需
支付５０便士 （约合４．４元人民币）。

伊灵区议会主席朱利安·贝
尔说， 他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有机
会尝试骑单车出行， 所以对摩拜
单车的到来感到兴奋。 他相信当
每个人都负责任地使用和停放单
车时， 共享单车将会达到最佳使
用效果。 他表示， “我期待看到
更多的居民将自己的汽车留在家
中， 改骑摩拜单车。”

摩拜已于６月底在英国第二
大城市曼彻斯特投放了１０００辆共
享单车， 并在７月２５日宣布将进
军意大利市场。 截至目前， 摩拜
单车已在５个国家超过１５０个城市
投放６００多万辆共享单车， 注册
用户数量突破１亿， 每天提供超
过２５００万次出行服务。

美国国会通过对俄罗斯等三
国制裁法案后不久， 俄总统普京
在俄电视台网站７月３０日发表的
专访中表示， 美国驻俄罗斯外交
机构工作人员应裁减７５５人， 以
使俄、 美在对方国的外交机构人
数对等。

美俄 “外交过招” 是否会给
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令人关注。

美俄 “外交过招” 为何发生
美国对俄罗斯制裁新法案和

外交财产之争是此次俄采取对美
报复措施的直接原因。

俄外交部７月２８日宣布 ， 美
国会以 “极度挑衅” 的法案拟对
俄加强制裁， 俄方决定采取回应
措施， 要求美方裁减驻俄外交人
员数量， 禁止美使馆使用其位于
莫斯科的多处房产。 此外， 俄美
近期就美方归还去年年底关闭的
俄政府在美两处房产的谈判无进
展，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
美方提出了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各
种条件， 让俄方最终耗尽耐心。

但从根本原因上说， 俄此次
采取对美报复措施， 反映出俄方
对于美国政府近期改善美俄关系
失去了耐心。

普京在7月３０日发表的专访
中表示， 俄方在过去一段时间对

俄美关系得到改善抱有希望。 但
俄方现在认为， 两国关系近期不
会得到改善。

美驻俄外交机构受何影响
美国务院官员向新华社记者

证实 ， 俄方已正式要求美 驻 俄
外 交 机 构 在 ９月 １日 前 将 所 有
工作人员裁减到 ４５５人 。 美国
务 院 目 前 拒 绝 透 露 裁 减 人 员
的 具 体 计划以及此举会对实际
工作造成何种影响。

美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当
年， 美驻俄外交机构共雇有１２７９
人， 其中包括９３４名俄罗斯当地
雇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７月３１日在记者会上说，要求美
方裁减的７５５人中可以包括俄罗
斯公民。他强调，俄方此次并非纯
粹针对美国驻俄外交官， 还包括
美驻俄外交机构聘用的非外交人
员以及在俄本地聘用的工作人
员。佩斯科夫还表示，由美方自行
决定被裁减的外交人员名单。

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美驻俄
外交机构聘用了大量俄当地工作
人员 ， 因此目前难以断定美俄
“外交过招” 是否会造成大批美
外交官被遣返。 但如缺少大量后

勤人员的保障， 美驻俄外交机构
的日常运作将面临巨大不便。

美俄关系会否继续恶化
美国务院在给媒体的一份简

短声明中称， 俄方此次下令美驻
俄外交机构裁减员工的做法 “令
人遗憾”且“不适宜”，美方将评估
此举的影响并制订应对措施。

自乌克兰问题和美国指控俄
罗斯涉嫌通过网络袭击影响美国
大选后， 美俄关系今年来再度经
历美军轰炸俄支持的叙利亚政府
军和美俄 “外交过招 ” 两大冲
击， 双边关系再次跌至 “冰点”。

目前尚不知此轮美俄交恶是
否会继续升级。 但两国政府近期
都传递出同样的信息， 即美俄在
叙利亚等问题上的合作不应受双
边关系紧张的影响。

此外， 分析人士认为， 俄方
选择宣布下令美驻俄外交机构裁
减员工的时机也表明俄方在为今
后改善俄美关系 “留一手”。 卡
内基莫斯科中心研究员亚历山
大·保诺夫表示， 俄方在美国会
通过制裁法案、 白宫宣布总统打
算签署法案前下令美方裁减人
员， 使得俄方这一做法看上去是
针对美国会、 而非白宫。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在其他院校近期
纷纷开学之际， 巴西里约热内卢
州立大学７月３１日宣布， 由于州
政府拨款迟迟不到位， 今年下半
年无限期停课。

这所 知 名 高 校 的 校 长 鲁
伊·马克斯表示 ， 做出无限期
停 课 的决定实属无奈 ， 因为教
职员工已经多月未能领到工资，
学生的奖学金也已拖欠多时。

此外， 由于担心州政府不按
期支付费用， 原本承包学校餐厅
的公司已经撤出。 校方联系了５０
多家餐饮企业， 都拒绝接手。 尽
管为学校提供卫生和安保服务的

公司也在抱怨政府拖欠费用， 但
仍然正常工作。

里约第十法庭的联邦法官小
阿尔贝托·诺盖拉已经于６月 ２８
日 裁 定 ， 里 约 州 政 府 必 须 在
２４小 时 内 向 这 所 州 立 大 学 的
员 工 支 付 欠 薪 ， 否 则 每 天 罚
款１０００雷亚尔 （约合２１００元人民
币）。 但州政府至今依然没有履
行法庭的裁决。

因收支状况恶化， 里约州政
府去年以来多次宣布进入财政紧
急状态。 里约州立大学是巴西乃
至拉美地区的知名学府， 在里约
州境内共设有７个校区。

巴西一大学因缺钱被迫无限期停课

阿富汗内政部7月31日发表
声明说， 位于首都喀布尔第十警
区的伊拉克驻阿富汗大使馆当天
遭武装分子袭击， 至少造成使馆
外一名警察受伤。 图为安全人员
在遭到袭击的伊拉克驻阿富汗大
使馆附近警戒。 新华社发

伊拉克驻阿大使馆
遭“伊斯兰国”袭击

�新华社电 英国研究人员基
于英国人群的一项最新研究发
现， 睡眠不足更容易引起体重增
加甚至肥胖， 且这类人的代谢健
康水平也会偏低。

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在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
合》上报告说，他们收集了１６１５名
英国成年人的睡眠时长、 饮食记
录、血液样本以及体重等数据，对
睡眠与健康的关系展开深入分
析。分析结果发现，平均每晚睡眠
时间保持约６小时的人，腰围要比
那些每晚睡９小时的人多出３厘
米， 总体来说， 这一人群中睡眠
时间较短的人体重偏高。

研究人员认为， 这一结果进

一步证明睡眠不足可能会提高一
个人得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
险。 报告作者之一、 利兹大学学
者格雷格·波特说， 全球有肥胖
问题的人数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已经增
加了１倍以上， 肥胖会导致很多
疾病， 最广为人知的是２型糖尿
病， 因此了解为什么人们体重会
增加对于公共健康管理来说非常
重要。

此外， 分析结果还发现， 睡
眠时间较短与人体的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好胆固醇） 水平降低
相关， 这一指标的高低会引起不
少健康问题。 较高的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一个人患
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