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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里夫被判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今年晚些时候举行
俄前特工“中毒”案毒剂分析结果出炉

俄外长：毒剂叫毕兹，俄罗斯从没有生产过

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 2017 年 12 月 4 日离开法院时向支持者挥手致意（资料图）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 13 日裁定，仍在因为涉嫌腐败而接受法庭审理的巴基斯坦前
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终身不得出任公职。
一些媒体分析，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定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这项裁定将对
先前由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造成不利
影响。

出定论 民选总理被判不得任公职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去年 7 月对谢里
夫家族涉嫌腐败案作出裁决，取消谢里
夫的总理任职资格。法院当时没有说明
谢里夫多久不得出任公职。
谢里夫现阶段正在因腐败嫌疑接受
首都伊斯兰堡一家特别法庭的审理。一
旦认定罪名成立，他将受到监禁刑罚。
谢里夫本人及其家人坚称清白，称遭到
政治迫害。

巴基斯坦国务信息部长玛丽亚姆·
奥朗则布 13 日说：
“今天，这名三次经由
民选产生的总理被判终身不得出任公
职。”
隶属于穆盟（谢里夫派）的奥朗则布
说，一些“无名或不知名”幕后人士令谢
里夫的仕途终结，这些人企图让穆盟（谢
里夫派）垮台。

连受挫 接连被取消“资格”
按照一些媒体记者的说法，最高法
院的上述裁决对穆盟（谢里夫派）而言是
一大挫折。
近段时间，这一党派接连受挫。今
年 2 月，最高法院裁定取消谢里夫的穆
盟（谢里夫派）主席任职资格并废除他在
被取消总理任职资格后出任党主席期间
所做的一切决定。
去年 7 月被取消总理任职资格后，
谢里夫放弃穆盟（谢里夫派）的领导职
位。同年 10 月，穆盟（谢里夫派）凭借在
国民议会、即议会下院中占据多数席位

的优势，在议会通过一项选举法案，允许
被取消任职资格的政界人士再次当选为
政党领导人。次日，谢里夫由穆盟（谢里
夫派）选举为这一政党的领导人。多个
反对党随后向最高法院提交申诉。
路透社报道，尽管谢里夫不再出任
党内领导人，他对执政党的影响力依然
存在并且受到党内领导层拥护。
谢里夫的胞弟夏巴兹·谢里夫上月
经由党内选举成为穆盟（谢里夫派）新任
主席。
据新华社

日本 3 万民众集会抗议

要求安倍下台
新华社东京 4 月 14 日电 约 3 万名
日本民众 14 日在位于东京的国会前举
行大规模集会，抗议近期日本政府被曝
光的多项丑闻，要求首相安倍晋三及其
内阁集体辞职。
参加集会的人群挤满了国会正门附
近及周边所有道路。据集会组织方介
绍，参加集会人数大约有 3 万人。他们
手举“弄清真相”
“ 安倍下台”等标语牌，
齐声高呼“绝不允许公器私用”
“ 彻底追
究篡改文件责任”等口号。
一位抱着幼子的年轻母亲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政府部门篡改公文，说明
日本已经不能被称为法治国家。为了孩
子的未来，成年人有责任要求国家保障

国民知情权。
近期，日本政府连续曝出多项丑闻，
安倍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时事通讯社
13 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内阁支持率
为 38.4％，不支持率为 42.6％。
3 月 12 日，日本财务省承认篡改森
友学园“地价门”相关审批文件，包括删
除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及多位政治家的名
字。4 月 2 日，防卫省突然宣布找到了曾
经声称“不存在”的自卫队伊拉克行动日
志，被怀疑刻意隐瞒日志的存在。4 月
13 日，农林水产大臣斋藤健证实找到了
一些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增加了安倍为
好友
“以权谋私”
的嫌疑。

新华社莫斯科 4 月 14 日电 俄罗斯外
交部长拉夫罗夫 14 日在莫斯科说，俄方通
过秘密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示，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所提取分析的俄前特
工
“中毒”案样本含有北约国家使用的失能
性毒剂
“毕兹”。
拉夫罗夫在俄非官方社团“外交和国
防政策委员会”举办的研讨会上说，英国和
禁化武组织以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
“中毒”
案样本涉密为由，拒绝向俄方提供样本详
情，但俄方日前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了样本
成分。
据拉夫罗夫介绍，禁化武组织称其专
家在案发现场提取了含有毒物的样本，该
组织随后将这一样本转交给位于瑞士施皮
茨市的“放射、化学与细菌学研究中心”进
行检测。
拉夫罗夫说，这家瑞士研究机构于 3
月 27 日完成检测后向禁化武组织报告说，
“样本中含有残留的失能性毒剂‘毕兹’及
其制作原料。
‘ 毕兹’属于具有神经麻痹作
用的二级化学武器，它能使人暂时性昏
迷。
‘ 毕兹’在投放 30 分钟至 60 分钟后会

毒性发作，所产生的人体中毒效果会持续
4 天。这种毒剂的配方由美国、英国和其
他北约国家军方掌握，苏联和俄罗斯没有
研制和储存过有这种功能的毒剂”。
拉夫罗夫说，
俄前特工和他的女儿康复
过程符合
“毕兹”
中毒后的恢复进展。然而，
禁化武组织本月 12 日发布的
“中毒”
案调查
结论中对瑞士专家上报的
“毕兹”
只字未提。
俄方不明白的是，
为何关于
“毕兹”
的这些具
有颠覆结论性的信息被最终忽略。
禁化武组织 12 日发布公报称，该组织
已完成英国索尔兹伯里神经毒剂事件相关
样本分析，确认了英国政府的分析结果。
英国政府此前认定，这一事件中使用的是
军用级别化学毒剂“诺维乔克”。但是，公
报并未指出化学毒剂的名称和结构，只表
示该组织呈交给所有缔约国的非公开报告
中包含相关信息。
俄前特工
“中毒”事件引发美欧和俄罗
斯之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外交
战”。美英法德等国家集体驱逐超过 150
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引发俄方采取了对等
行动。

美洲峰会闭幕，与会国家就加强反腐合作达成一致

美拉摩擦增多 关系陷入低谷
第八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美洲峰会）
14 日在秘鲁首都利马落下帷幕。与会国
家就加强反腐合作达成一致，但在委内瑞
拉问题上仍存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拉美左右阵营的博弈、
美国的干涉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变数。美国
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同拉美国家摩
擦争端不断增多，美拉关系难免陷入低谷。

共识分歧并存
本届峰会的议题是民主治理与反腐
败，此项议题设置与席卷拉美多国的反腐
风暴有直接关联。
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周，巴西前总统卢
拉因贪腐和洗钱入狱。巴西从 2014 年开
展名为“洗车行动”的反腐调查，这项调查
不仅导致卢拉等上百名巴西政商两界重要
人物入狱，还波及拉美多个国家，秘鲁前总
统库琴斯基、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政
府的多名成员都牵涉其中，可谓引发拉美
政坛大地震。
东道国秘鲁总统比斯卡拉在开幕式上
表示，腐败严重影响国家治理和民生改善，
虽然拉美国家面临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
贸易格局调整等诸多挑战，但各国政府应
不遗余力打击犯罪行为和腐败现象。
来自 30 多个美洲国家的代表承诺团
结协作打击腐败。
与反腐领域的共识形成对比的是，拉
美国家内部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依然分歧深
重。
分析人士认为，
拉美国家携手打击腐败
折射出继续推动一体化的意愿，
但在委内瑞
拉问题上的分歧恐将影响一体化进程。

美古关系堪忧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古巴领导人劳
尔·卡斯特罗都未出席本次峰会，
但两国政府
高官在重要公开场合交锋，
颇受外界关注。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全体会议发言
中表示，在劳尔·卡斯特罗和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的共同努力下，古美关系取得了
“看得
见的成果”，但特朗普上台后对古巴的冒犯
言论犹如冷战时期，
使两国关系倒退。
针对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会上大谈古巴
的人权和腐败等问题，罗德里格斯要求美
国尽快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与古巴进行国
际合作，在制定对拉美的政策时不要固守
“门罗主义”思维。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基本否定
了奥巴马政府缓和美古关系的政策，加上
美古双方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双边关系前景堪忧。

美拉关系趋冷
因“需留在国内处理叙利亚问题”，特
朗普就任以来的首次拉美之行被临时取
消。
阿根廷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豪尔赫·
卡斯特罗说，特朗普缺席美洲峰会表明美
国的外交重心并不在拉美，美国对拉美国
家的漠视和横加施压使得美国在拉美地区
影响力不断下降。
在美洲峰会开幕之际，特朗普宣布联
合英法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美国发起
的这次军事行动给美洲峰会蒙上阴影，拉
美国家纷纷呼吁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防
止紧张局势升级。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会上谴责了
美国的空袭行动。他指出，美国不要再继
续把拉美当做自己的“后院”，应该解除对
古巴的封锁，停止对委内瑞拉的干涉和在
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不仅不断加大对
拉美左翼国家的干预和施压力度，与右翼
亲美的拉美国家也屡次产生摩擦和争端，
美拉关系整体趋冷。
据新华社利马 4 月 14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