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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特朗普收紧对古巴限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 16 日宣布，在经贸和
旅游等方面收紧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对古巴
政策，但不会关闭 2015 年重开的美国驻古
巴大使馆。

美国 继续经济封锁贸易禁运
特朗普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发表
演讲时宣布，
立即撤销奥巴马政府与古巴方
面达成的
“完全不公平”
的协议，
禁止美国企
业与古巴军方控制的企业有生意往来，
同时
收紧对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的限制。
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古巴
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
特朗普在演讲后签署了美国对古巴新
政策的行政令。

美海军驱逐舰与日本货船相撞
至少 3 名美军船员受伤，失踪的 7 名美军人员已死亡
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
号驱逐舰日本当地时间 17 日
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在日本附
近水域与一艘挂有菲律宾国
旗的货船相撞，除 7 名船员
失踪外，美军军舰上还有包
括舰长在内的 3 人受伤。据
最新消息，美军已找到在此
次事故中失踪的 7 名船员的
遗体。

古巴 使古美关系
“倒退”
古巴政府 16 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
特朗普当天宣布的美国对古巴新政策使古
美关系
“倒退”
。
声明强调，任何希望通过外部压力改
变古巴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企图注定
失败，特朗普收紧美国对古巴政策不会影
响古巴革命进程，
更不会让古巴人民屈服。
声明说，美国政府再次使用以前惯用
的对古封锁伎俩，这不仅对古巴人民造成
极大伤害，对古巴经济发展构成极大障碍，
还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美方行径
遭国际社会一致反对。
声明指出，特朗普宣布的新政策违背
了多数美国人民要求取消对古封锁、实现
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这些政策只是为
迎合美国国内一小部分古巴裔极端分子。
古巴政府还在声明中驳斥了美国针对
古巴人权问题的指责，批评美国自身人权
状况堪忧，美国还侵犯他国人权，没有资格
就人权问题指责古巴。声明同时对特朗普
政府在移民、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政策提出批评。

【分析 1】
对古新政意在
“兑现竞选承诺”
在去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曾声言
将扭转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大批反对奥
巴马政府改善美古关系举措的古巴裔美国
人因此投票支持特朗普，力助他拿下大票
仓佛罗里达州。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调
整美对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兑现竞
选承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由于美国商界和部分共和党人士反对
美古关系彻底“停摆”，特朗普对古政策调
整之余，也保留下部分奥巴马时期举措。
比如，美古间不久前恢复的商业直航
和游轮服务将不会中断。与这一立场相
应，特朗普禁止美国企业与古巴军方控制
企业做生意的同时，对航空公司和游轮企
业“开了绿灯”。古巴军方集团下属企业涉
及古巴多个行业，特朗普称，禁止美国企业
与其做生意，
是不想让美元资助古巴军方。

▲
“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右侧大幅受损，
船体部分进水。
◀货船船头左侧部分受损。

船体受损严重 并无沉没风险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
说，事故发生在日本横须贺市西南 56 海
里的水域。当时，
“ 菲茨杰拉德”号驱逐
舰正在返回驻地神奈川县横须贺港途
中。路透社评论，船只相撞事件在这一
水域较为罕见。
声明还写道，日本方面已派出直升机
搭载一名受伤美军船员前往位于横须贺
的美国海军医院。美军当天晚些时候说，

以自身动力前行，但推进力有限。
现场照片显示，
“菲茨杰拉德”号驱逐
舰右侧大幅受损，船体部分进水，不过并
无沉没风险。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接受
法新社记者采访时透露，船员们正在进水
区域排水。
美军同时表示，已派遣“杜威”号驱
逐舰和两艘海军拖船前往事发水域提供
帮助。

货船挂菲律宾国旗 属日本邮船公司
日本海上保安厅发言人表示，日方已
派出 5 艘舰船、两架飞机和一支经过专业
训练的救援队前往事发区域。
这名发言人同时证实，从美军方面获
得的消息显示，7 名船员在水淹的船舱内
死亡。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美国海军“菲
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全长 154 米，满载排

相关链接

水量为 8000 吨。与其相撞的菲律宾籍货
船全长 222.6 米，满载排水量为 2.9 万吨。
这艘货船虽然挂有菲律宾国旗，但属
于日本邮船公司。该公司方面介绍，这艘
货船 16 日下午从日本名古屋港口出发，
原定 17 日上午抵达东京大井码头。船上
有约 20 名菲律宾籍船员，目前没有接到
这些船员受伤的报告。

照片显示，这艘货船船头左侧部分受
损，
有剐蹭痕迹。从照片来看，
该货船受损
程度比“菲茨杰拉德”号要轻一些。目前，
该货船正在靠自身动力驶往东京方向。
日本媒体报道，货船上的船员表示，
该船与美军驱逐舰在同一方向航行时相
撞。日本邮船公司正在就详细情况展开
调查。
（据新华社）

军舰和商船相撞 为何受损的是军舰？

【分析 2】
特朗普再否定奥巴马政治遗产
此次对古政策调整是特朗普继医改、
气候政策之后，
再度否认奥巴马政治遗产。
废除“奥巴马医改”是特朗普一大竞选
承诺。特朗普表示，被称为“奥巴马医改”
的《平价医疗法案》让很多美国人医保费用
陡增，他上任后尽快“推翻并替换”。共和
党 3 月尝试在众议院推动替代方案《美国医
保法》的投票，但因内部分歧未果，今年 5
月，
《美国医保法》在众议院投票获得通过，
意味着在废除并替代“奥巴马医改”主要内
容的立法方面取得进展。
此次调整对古政策，特朗普称人权问
题是其考虑因素。对此，美国国内批评者
谴责，特朗普一方面拿古巴人权问题做文
章，另一方面却与同样被指存在人权问题
的国家交好，比如他刚刚结束访问的沙特
阿拉伯。
（据新华社）

这名伤者是“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的指
挥官布赖斯·本森，
目前身体情况稳定。
此外，另有两名美军士兵被送往医院
救治，他们有擦伤和撕裂伤，身体其他部
位的情况正在检查中。
根据美军声明中的说法，
“ 菲茨杰拉
德”号驱逐舰舰体右侧吃水线上下受损。
目前，美军方面正在进一步确认舰体整体
受损和所有人员的情况。
“菲茨杰拉德”号

▲
“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

这次相撞为什么先进的美军舰大幅
损坏，而商船没有人员伤亡？配备先进雷
达系统的美军舰为什么没能避开驶来的
商船？央视特约评论员宋晓军分析认为，
从结果看可能是避让操作不当造成的。
◎不明洋流使军舰失控
这个海域航行比较密集，经常会出
现船相遇避让的问题，国际海上避让规
则 一 般 来 说 是“ 小 的 让 大 的 ”。 也 就 是
说，商船是被让方，军舰在安全距离范围
内，做一个动作，同时通知商船，被让方
就按原速原方向继续航行。
这次相撞就发生在军舰做出向左转
的避让动作时。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
理论是两种:一是发生了误操作。这个可
能性很小，在这么密集的航道水域内，这
是一个太正常的操作了；二是军舰左边有
一股不明洋流，使军舰失控，结果商船左
舷的船头撞上了军舰右舷的指挥塔下方。
◎事发突然导致船员死亡

商船是军舰 3 倍的吨位，又按照原航
速原航向航行，这么大的质量一下撞向
了它的侧面右舷的位置，就造成了伤害。
为什么会有 7 人失踪死亡呢？一般
来说做出避让，大家就会放松警惕，突然
遇上洋流或者误操作，这个事发生得很
突然，造成指挥塔上的人就掉到水里了，
或关在浸水的舱内。
◎被撞部位是军舰的软肋
该 军 舰 2 月 刚 刚 花 2100 万 美 元 修
好，对这个区域应该是轻车熟路的。所
以我们判断是意外的外力造成军舰这一
次避让没做好，突然发生了碰撞。
军舰右舷的舷侧是非常脆弱的，商
船是左船首的部分，恰恰是商船最坚固
的部位。避让时，军舰把软肋暴露出来，
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所以说，军舰受损严重是因为吨位
小于商船，以及最坚固的部位撞到了最
薄弱的部位。
（据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