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韩国前总统金大
中遗孀李姬镐于当地时间10日晚
11时37分 （北京时间10日晚10时
37分） 在首尔的延世大学医院逝
世， 享年97岁。

正在芬兰访问的韩国总统文
在寅通过社交媒体对李姬镐逝世
表达了哀悼。 文在寅表示， 李姬
镐是为了女权运动奉献一生的伟
人， 她首先是大韩民国第一代女
权运动家， 其次的身份才是前总
统金大中的夫人。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布， 包
括青瓦台秘书室室长、 政策室室
长、 国家安保室室长和多名首席
秘书在内的12名官员将于11日下
午赴延世大学医院殡仪馆吊唁。

李姬镐生于1922年， 毕业于

首尔大学师范学院 ， 后赴美留
学。 1962年， 李姬镐不顾家人和
朋友反对 ， 与金大中结婚 。 此
后， 在金大中历经流亡、 拘禁、
入狱 、 获刑等一系列政治风波
时， 李姬镐始终陪伴左右， 并四
处奔走寻求声援， 成为金大中一
生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金大中自
1998年2月至2003年2月担任韩国
总统， 2009年8月病逝。

李姬镐生前一直担任 “金大
中和平中心” 理事长， 毕生致力
于女权运动和朝鲜半岛和平事
业。 2000年， 她随时任韩国总统
金大中访问朝鲜平壤， 获时任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接见。 2015
年， 为促进南北关系发展， 李姬
镐再次访问朝鲜。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遗孀李姬镐逝世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 ，
美国和墨西哥就边境非法移民问
题达成的协议中， 有尚未公开的
条款仍待墨立法机构批准。 若条
款未获通过， 美国将恢复对墨输
美商品加征关税 。 而墨方则表
示， 协议内容皆已公布。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政府
刚与墨西哥达成协议， 却又再祭
关税 “法宝”， 令本届美国政府
在贸易与国家安全问题之间的界
限显得更加模糊。

【新闻事实】
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 未公开的美墨协议条款将在
不久的将来公布， 且需经墨立法
机构投票批准。 他说， 不认为投
票会有问题， 但若因为任何理由
这些条款未获通过， 美方对墨输
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将会恢复。

这一威胁距离特朗普宣布与
墨方达成协议仅3天。 特朗普9日
也曾警告， 墨西哥如果因为 “某
些未知原因” 与美方合作失败 ，
美方 “总能回到先前有利可图的
关税立场”。

当前， 美墨协议在美国国内
正面临质疑， 美国媒体认为其中
没有多少新内容。 例如， 协议提
到， 墨方同意采取调派国民警卫
队等举措应对非法移民事宜， 但
《纽约时报》 援引美墨官员的话
说， 墨方今年3月就同意向边境
调派国民警卫队， 阻截取道墨西
哥北上美国的中美洲移民。

对于美墨协议是否存在未公
布的内容 ， 墨方表达了不同看
法。 墨外长埃布拉德10日对记者
表示， 墨美7日达成一致 ， 相关
内容已对外公布。 如果未能有效
减少中美洲非法移民数量， 墨美
将商讨进一步行动。 他说， 除此
之外协议并无其他内容。

【深度分析】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全球

经济与发展研究员杰弗里·格茨
认为， 美国为逼迫墨西哥就范一
再祭出关税 “法宝 ”， 此举令本
届美国政府在贸易与国家安全问
题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

特朗普政府此前就没少在移
民问题上 “做文章 ”， 比如绕过
美国国会 “筹款” 修建美墨边境
墙， 以兑现特朗普的竞选承诺。

美国媒体认为， 在移民问题
上立场强硬是特朗普胜选的重要
因 素 ， 也 被 视 为 他 在 2020年
竞选连任的重要筹码 。 美国拉
斯穆森民调报道公司近期一项民
调显示， 超过七成潜在共和党选
民认为非法移民是 “非常严重的
问题”。

【即时评论】
对于本届美国政府来说， 反

复无常与强硬威逼已成为其外交
手段的一部分。 这显然与美国的
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称， 正在严重
影响其国际信誉和形象。 美国对
待邻国墨西哥的蛮横做法难免令

其他国家心生警惕。
美国政府以单边主义态度将

贸易和移民问题混为一谈， 试图
以威胁加征关税的方式来加强边
境安全 ， 实现与经济无关的目
标， 此举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和金
融市场树立一个负面案例， 带来
破坏性影响。

【背景链接】
美国白宫今年5月宣布， 6月

10日起对墨西哥所有输美商品加
征5%关税； 如果墨方没有有效缓
解 “非法移民危机”， 美方将从7
月开始分阶段提高税率至25%。
在美方施压下， 墨方官员6月5日
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方官员
磋商， 双方7日宣布达成协议。

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联合
声明 ， 墨西哥将采取 “前所未
有” 的行动， 加强边境执法以遏
制非法移民流入美国。 此外， 美
墨双方还同意， 如果最新举措未
能实现预期效果， 双方将商讨进
一步行动。

非法移民长期以来一直是美
墨、 美国与部分中美洲国家关系
中的热点问题。 据美国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日前发布的数据， 今年
5月共有逾13万名非法移民在美
国和墨西哥边境被捕， 单月被捕
人数创13年来新高。

按计划 ， 特朗普将于6月18
日正式启动连任竞选活动， 预计
移民问题将成为他讲话的重要内
容之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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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协议又添变数
美方再祭关税“法宝”

6月10日下午， 一架直升机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一座大厦楼顶坠毁，
飞行员丧生。 坠机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10日下午1时45分左右，
当时纽约正在下雨， 雾气很大。 一架直升机在曼哈顿第七大道一座大
厦楼顶坠毁并起火， 但火势很快得到控制。 图为消防员从事发写字楼
中走出。 新华社发

一直升机在曼哈顿一大厦楼顶坠毁

充当 “中间人”
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

题协议， 恢复对伊朗制裁并在各
领域不断向伊朗施压。 伊朗方面
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 ， 今年5
月宣布暂停履行伊核协议中的一
些条款。

美伊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引发
日方担忧。 日本外务省官员在接
受 日 本 媒 体 采 访 时 流 露 出 担
心 ， 认为美伊双方均不愿示弱，
一旦发生冲突有可能升级为地区
纷争。

长期以来， 日本通过石油贸
易与伊朗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
系。 自2013年以来， 安倍借参加
联合国大会之机多次与伊朗总统
鲁哈尼举行会谈， 在一定程度上
取得伊朗的信任。

由于对伊朗极限施压迟迟不
见成效，美国近来调门有所缓和，
表示愿与伊朗对话， 这也给了日
本充当“中间人”的机会。 据日媒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下旬访
日期间， 安倍告知其出访伊朗的

意向，特朗普表示赞同。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政府

并不想陷入与伊朗军事冲突的
泥 沼 ， 因此希望打破目前的僵
局。 特朗普5日在接受一家英国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他个人不希
望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 他认为
最好的办法是与伊朗最高领导人
对话。

“中间人” 不好当
据日本政府公布的信息， 安

倍访问伊朗期间将分别会见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
尼， 此访旨在发展日本与伊朗的
传统友好关系， 缓解地区紧张局
势， 促成美国和伊朗对话。

安倍10日在自民党会议上表
示， 中东稳定直接关系到日本的
稳定， 他将在前辈们打造的日本
与伊朗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建
设性作用。

据日本媒体报道， 伊方将在
日伊首脑会谈中委托安倍将伊朗
的立场转达给特朗普， 其中最主
要的诉求是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

伊朗原油的禁运， 这将是实现伊
朗与美国对话的首要步骤。

目前， 美伊双方在对话问题
上仍存在 “温度差 ”。 伊朗政府
要求美国重新遵守伊核协议， 停
止制裁并赔偿制裁给伊朗带来的
经济损失， 而美国要求的是无条
件对话。 如何弥合双方分歧， 促
成伊朗与美国在本月底日本大阪
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或
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实现首
脑会晤？ 这一问题将考验安倍的
斡旋能力。

与此同时， 也有分析人士认
为， 此访是安倍在今年7月日本
国会参议院选举前展示其外交成
果的又一场 “政治秀 ”。 而且 ，
安倍伊朗之行带来的外交风险也
不容忽视。 尽管安倍在访前分别
同沙特阿拉伯王储、 阿联酋王储
以及以色列总理等一些与伊朗关
系紧张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电话
会谈， 寻求对方对他访问伊朗的
理解， 但也不能排除相关国家心
存不满， 从而影响日本与这些国
家之间的关系。 据新华社

安倍访问伊朗
美伊“中间人”不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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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加拿大政府10日
宣布， 该国将从2021年开始禁止
使用包括一次性餐具、 吸管等在
内的多种一次性塑料制品。

加拿大总理府10日发表声明
说 ， 被禁塑料包括塑料袋 、 吸
管、 餐具、 盘子和搅拌棒等一次
性塑料制品。 到2021年正式实施
前， 被禁塑料用品清单还将根据
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修订和补
充。 此外，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与
省和地区政府合作， 让制造和销
售塑料产品的公司承担更多回收
塑料废物的责任。

政府的一份声明显示， 在加

拿大， 每年只有不到10%的塑料
被回收利用。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
施， 到2030年， 加拿大人每年将
扔掉价值约110亿加元 (约82亿
美元) 的塑料材料。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
示， 塑料垃圾污染是全球公认的
主要环境问题之一， 每年产生约
3亿吨塑料垃圾， 其中超过800万
吨的塑料进入海洋， 对海洋生态
系统造成的损失高达每年80亿美
元。 今年3月， 欧盟也批准了一
项法案， 决定从2021年起禁止使
用包括一次性餐具等在内的一次
性塑料制品。

加宣布2021年起禁用一次性塑料用品

新华社电 英国航空业启动
今夏 “2019喝多了” 专项行动，
整治乘客醉酒闹事。 犯事者可能
面临两年监禁或多至 8万英镑
（约合70.2万元人民币 ） 罚款的
处罚。

为配合 “2019喝多了” 专项
整治行动 ， 英国14家机场在店
铺 、 餐厅等的电子显示屏 播 出
警 示 。 依 照 规 定 ， 扰 乱 秩 序
的 醉 酒 乘 客 将 面 临 两 年 监 禁
或 至 多 5000英 镑 （ 4.4万 元 人
民 币 ） 罚款 ， 如果行为干扰正
常飞行计划， 罚款金额可能升至

最多8万英镑。
“喝多了” 专项整治行动去

年夏季首次推出。 英国民航局数
据显示， 乘客扰乱秩序事件从前
一年的417起降至去年413起， 但
在部分航线上， 这类事件反而有
所增加。 这类事件中， 大约三分
之一与乘客饮酒相关。

英国 《每日邮报》 援引航空
事务官员的话报道： “绝大多数
乘客负责任地享受旅行， 但少数
人会把飞行变得对他人而言不愉
快或不安全。 我们清楚， 不能容
忍这类做法。”

英国航空业整治乘客醉酒闹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12日开启对伊朗的访问。 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近41
年来首位访问伊朗的日本首相。 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进口的石油绝大部分来
自中东， 一旦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 日本的能源供应将受到很大影响。 安倍
此访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在剑拔弩张的美国与伊朗之间充当 “中间人”， 促
成双方对话。 但鉴于日本影响力有限且美伊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安倍要实
现目标难度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