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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记者温馨） 针对美国宣布对
伊朗外长扎里夫实施制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
所谓“长臂管辖”，希望美方少做火上浇油的事。

据报道，美国政府 7 月 31 日宣布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实
施制裁，理由是扎里夫代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行事。

华春莹表示，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中
方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长臂管辖”，认为这无助
于问题的解决，对话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近期，
美方多次表示愿同伊方进行无条件对话。中方希望美方言
行一致，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少做火上浇油的
事。这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另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31 日电（记者刘品然 刘阳）
美国政府7月31日宣布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扎
里夫和伊朗外交部“听命”于哈梅内伊，是执行其“破坏稳定
政策”的工具。他说，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外交孤立和极
限施压措施。

根据美国财政部同日发表的声明，受制裁对象在美国
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与制
裁对象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将面临制裁。

扎里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他在伊朗境外没有
资产，美方的制裁对其本人和家人没有任何影响。

我外交部回应美制裁伊朗外长：

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
和所谓“长臂管辖”

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31 日电（记
者刘阳 孙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
31日发布报告说，美国幼儿园和中小学
中白人幼儿和青少年比例持续下降，少
数族裔比例持续上升，表明美国人口结
构在进一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报告显示，2017 年全美有 18 个
州和首都华盛顿的幼儿园学童中拉美
裔比例超过 20％。而在 2000 年，全
美仅有 8 个州的幼儿园拉美裔儿童比
例超过 20％，这反映出美国拉美裔人
口比例持续上升。目前，拉美裔人口
占全美人口18％左右。

报告还提及，在公立幼儿园和中
小学就读的学童和学生中，白人比例
持续下降。2014 年，白人比例跌破
50％。预计2019年秋季入学时，白人
学童和学生占比约为47％，比1995年
的65％有显著下降。拉美裔学童和学
生占比 28％，较 1995 年翻番；黑人占
比 15％，较 1995 年小幅下降；亚裔占
比6％，比1995年的4％略高。

报告还说，目前全美新生儿中白
人占比略低于50％。

美国幼儿园和中
小学——

白人学生比例
持续下降

据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31 日电（记
者张骁） 俄罗斯航天集团 7 月 31 日
发布消息说，当天发射的“进步 MS－
12”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
接，并又一次打破太空“快递”送达速
度的纪录。

消息说，莫斯科时间7月31日15
时 10 分（北京时间 7 月 31 日 20 时 10
分），“进步 MS－12”货运飞船搭乘

“联盟－2.1a”运载火箭，从位于哈萨
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
射升空，3 小时 19 分钟后与国际空间
站成功对接，这是国际空间站历史上
的最快货运纪录。

3小时19分钟！

俄飞船太空“快递”
又破纪录

新华社伦敦 7 月 31 日电（记者张家伟） 英国 QS 全球
教育集团 7 月 31 日发布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伦敦位列
第一，北京和上海进入全球排名前40。

QS最佳留学城市排名包括全球120个城市，排名指标
主要包括城市拥有大学的数量及其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情
况，国际雇主在当地招聘的活跃程度，生活成本以及学生群
体的多样性等。

今年位列前三的城市是伦敦、东京和墨尔本。北京和
上海分别位列第 32 位和 33 位。南京也进入百强，位列第
99位。

据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介绍，北京的优势在于其拥
有的高质量大学和活跃的就业市场。在城市的大学数量和
质量、企业雇主在当地招聘的活跃度这两项指标排名中，北
京都取得了全球第4的高分。

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巘说，中国对建设教育强
国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带来大学在全球实力和影响的
全面提升。这些快速崛起的中国大学所在城市正日益成为
全球顶尖学子深造的新选择。

QS全球教育集团每年都发布多项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排
名，其中QS世界大学排名在全球教育界具有一定影响力。

QS发布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

北京和上海位列40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月31
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下调25个基点，并宣布提前结束
资产负债表缩减计划。这是2008
年12月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

降息声明震荡市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降息是为
了防范全球经济放缓和经贸政策
不确定性给美国经济带来的下行
风险，抵消这些因素对经济产生
的影响，并加快推动美国通胀率
回归美联储设定的对称性 2％目
标。

作为与“量化宽松”相反的政
策措施，缩表自 2017 年 10 月启
动至今一直发挥着“量化紧缩”的
作用。美联储当天宣布，将于 8
月 1 日结束缩表计划，比先前计
划的提前两个月。这意味着美联

储收紧流动性的力度有所放松。
尽管同时释放了降息和提前

结束缩表两项利好资本市场的信
息，鲍威尔仍强调，此次降息并不
代表长期降息周期的开端。这一
言论令期待开启降息周期的美国
资本市场出现剧烈震荡。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随后迅速
下跌，道指短时间内跌破27000关
口，下跌幅度一度超过400点，至
收盘时较上一交易日下跌1.23％；
标普指数跌1.09％并失守3000关
口；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9％。

内外挑战促成降息

鲍威尔当天强调，全球经济
放缓、经贸政策不确定性和低通
胀，促使美联储调整了利率政策，
美联储决策层今年以来经历了从
预期加息到保持“耐心”、再到降
息的转变。

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日前警告，
全球经济已经走弱，由于经贸摩擦
带来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受到影响。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切
坦·阿希亚说，美国企业界会根据全
球事态来决定其资本支出，当前全
球制造业 PMI 和贸易总量都处在
近年来低点。

此外，美国近期部分经济数据
疲软也是促使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重
要原因。尽管消费仍是拉动美国经
济的主引擎，但制造业产出已连续
两个季度下降，二季度企业固定投
资也出现下滑。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丘斯表
示，美国发出的各种关税声明，导致
商业情绪恶化，制造业和就业数据
等露出疲软迹象。这些是引发美联
储此次降息的初始原因。

阿希亚指出，美国消费依旧强
劲，但资本支出和企业盈利能力这
两项先行指标已经恶化，预示经济
可能出现拐点。

多重挑战有增无减

尽管美联储此次降息顺应了
市场预期，部分投资者仍期待美联
储开启降息周期，并抱怨美联储和
鲍威尔未能传达清晰信息。白宫
继续批评美联储，让美联储和鲍威
尔进一步决策时面临更大压力。

阿希亚表示，若美联储希望
“先发制人”地应对经济放缓，就应
该降息 50 个基点。哈丘斯则认
为，再降息25个基点更为合适。

除期望更大降息幅度，市场人
士还认为，美联储需传递更加清晰
透明的政策信息。美银美林短期
利率策略主管马克·卡巴纳认为，
美联储传递了一个“非常令人困惑
和混乱的信息”，鲍威尔没有就美
联储近期政策路径给出明确方向，
这是市场反应消极的原因。

麦卡锡也认为，市场价格反

应说明市场并不满足此次降息，美联
储的立场没有阐述到位、政策声明模
棱两可，鲍威尔没有做任何澄清。

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
体上批评美联储降息力度不够。他表
示，市场期待美联储此次降息能开启

“长期而激进”的降息周期，但鲍威尔
一如既往“让我们失望”。

除外界压力，当前复杂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给美联储决策制造了更多困
难。由于对外经贸争端悬而未解，经
济放缓忧虑渐增，美国各界对美联储
政策的“风吹草动”变得异常敏感。美
联储在引导市场预期上，面临较大挑
战。美银美林固定收益策略师马修·
狄佐克认为，美联储须小心翼翼地对
市场进行“微观管理”。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指
出，美联储降息行动和政策立场与市
场预期存在明显差距。这种“预期差”
今后或将迎来新一轮扩张，预计将对
资产价格产生新的短期扰动。

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电

美国对外经贸争端悬而未解、经济显疲软迹象

美联储十年来首度降息

新华社河内 8 月 1 日电（记者王迪 陶军） 在中国驻越
南大使馆的协调下，越南公安部 8 月 1 日在中越边境友谊
关口岸向中国警方移交了395名涉嫌网络赌博犯罪的嫌疑
人，以及大批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等涉案物证。

根据中越警方长达数月的联合调查，众多中国籍不法
人员在越南北部海防市租住楼房，管理近百家赌博网站，针
对中国境内人员，大肆组织开展网络赌博违法活动，涉案资
金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为准备收网，中国警方提前派出工作组与越方进行对
接和沟通。根据双方计划，越南警方于 7 月 27 日组织上千
名警力对多个犯罪窝点开展行动，将所有涉案嫌疑人一举
抓获。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警务参赞赵万鹏表示，中越警方有
着良好密切、积极务实的合作关系。近期，根据跨国犯罪出
现的新情况，中越警方不断加大信息交流、联合侦办的力
度，连续破获多起大案，取得了良好的执法和社会效果。中
国警方正告有关犯罪嫌疑人，尽快悬崖勒马，向警方投案自
首，否则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越南警方向中方移交
395名网络赌博嫌犯

8月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马来西亚国家动物
园，大熊猫宝宝“谊谊”在吃竹子。

当日，马来西亚将在马出生的第二只雌性大熊猫宝宝取
名为“谊谊”。“谊谊”是中国旅马大熊猫“兴兴”和“靓靓”所生
的第二只大熊猫宝宝，于2018年1月14日出生。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休斯敦 7 月 31 日电（记
者高路 刘立伟） 美国得克萨斯州一
家炼化厂7月31日发生火灾，导致37
人受轻伤。

事发工厂是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
位于得州东南部贝敦市的一家炼化
厂。该厂经理邓肯当天在记者会上
说，工厂一处存放化学品丙烯的设施
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工作人员
已将此处设施隔离以防止火势蔓延，
并与消防部门配合全力控制火势。事
故具体原因尚有待调查。

邓肯说，受轻伤的37人主要为轻
度烧伤，他们在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治
疗后离开。邓肯说，监测数据显示火
灾没有对环境造成危害，工厂将继续
对空气进行监测。

美国得州一炼化
厂发生火灾

37人受伤

朝鲜中央通讯社 8 月 1 日
报道，朝鲜前一天在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指导下试射“大口径
多管制导火箭炮系统”。

一周两次试射

朝中社报道，按照朝鲜劳动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
武装力量建设炮兵现代化战略
方针，朝鲜国防和科技人员在短
时间内研制出“新型制导火箭
弹”并首次试射；经确认，“新型大
口径制导火箭弹的战术数据和
技术特点都达到设计值，整个武
器系统的作战效能获得验证”。

报道说，金正恩听取对新
型火箭炮系统的讲解并详细了
解研发情况，亲自指导试射。
他对试射结果多次表示满意，
说新型火箭炮对空前加强朝鲜
人民军战斗力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将在地面军事行动中

“发挥主要作用”。

报道没有提及火箭炮试射
地点。

韩国军方7月31日说，朝方
当天凌晨从东海岸城市元山一
带向东北方向海域发射两枚“短
程弹道导弹”，最大飞行高度30
千米，飞行距离大约250千米。

这是金正恩一周内第二次
指导武器试射。朝中社7月26
日报道，金正恩7月25日组织和
指导“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试射，
对这一武器系统的“火力迅速应
对能力、很难拦截的战术导弹低
高度滑翔跳跃型飞行轨道的特
点及其作战威力感到满意”。

韩国方面当时同样说，朝
方发射两枚新型短程弹道导
弹，飞行距离大约600千米，最
大高度大约50千米。

朝中社7月26日在报道中
说，7 月 25 日试射是“示威射
击”，向韩方发出“警告”，缘由
是韩国军方“好战势力”不顾朝
方多次警告，“引进最新攻击型

武器并强行联合军演”。
金正恩 7 月 31 日说，新型火

箭炮“对甘当这一武器靶标而自
找麻烦的敌对势力而言是挥之不
去的苦恼”。

韩联社7月21日以多名韩国官
员为消息来源报道，尽管朝方发出警
告，韩方和美方仍打算8月初举行

“19－2同盟”联合军演，为期三周。
朝鲜外务省一名发言人 7月

16 日说，朝美领导人板门店会晤
不满一个月，美方就打算“重新启
动它在最高层面亲自承诺停止
的”联合军演，演习一旦举行，将
影响朝美重新启动关联半岛无核
化谈判的工作层面磋商。

美方军演对话并重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高
级国防官员 7 月 31 日说，美韩联
合军演计划“没有调整或改变”。

这名官员说，“我们必须做两
件事”：一方面，美方“期望恢复对

话”，必须给外交官员“适当空间”，
让他们为恢复对话创造有利环境；
另一方面，“必须保持（作战）准备”。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约翰·博尔顿 7 月 31 日告诉美国
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朝方最
近发射“导弹”的举动“不违反金
正恩就洲际射程弹道导弹（向美
国总统特朗普）所作承诺”。

特朗普与金正恩 6 月 30 日
在板门店第三次会晤。特朗普在
会晤后说，双方有望两三周内重
启工作层面磋商。

朝方 7 月 25 日作“ 示威射
击”后，特朗普显现“淡定”，说他

“完全不”忧虑。他说，“我与金委
员长的关系非常好”，“它们是短
程导弹⋯⋯很多人有这种导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7 月 25
日说，金正恩在板门店向特朗普
承诺避免发射中程和远程弹道导
弹并重返谈判，预期美朝再次对
话“将在数周内”举行，“我们希望
外交发挥作用”。 据新华社电

金正恩指导大口径火箭炮试射

美国媒体 7 月 31 日报道，
“基地”组织创始人乌萨马·本·
拉丹之子哈姆扎·本·拉丹已经
死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3
名美国官员确认他们掌握哈姆
扎死亡的消息，但没有披露他
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纽约时报》随后报道，两
名美国官员证实，哈姆扎在过

去两年间的一次行动中被打
死，美国参与那次行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拒绝回应全国广播公司的报
道。他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

“我不想回应这件事。”
按照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

会的说法，哈姆扎年龄据信 30
岁上下；美国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遇恐怖袭击以前，他在阿

富汗，美国入侵阿富汗后，他前往
巴基斯坦。

美军特种部队 2011 年 5 月
在巴基斯坦北部小镇阿伯塔巴德
击毙本·拉丹。在本·拉丹住处缴
获的文件显示，本·拉丹正在培养
哈姆扎成为他的继承人。

美国国务院今年 2 月发布消
息，悬赏 100 万美元寻找哈姆扎
的下落。美国国务院当时说，哈

姆扎在本·拉丹20个孩子中排行
第 15，是本·拉丹第三任妻子所
生，“正在成为‘基地’组织的头
目”。

美国国务院 2017 年把哈姆
扎列为“特殊指定全球性恐怖分
子”，冻结美国司法辖区内与他有
关的所有财产，禁止美国公民与
他有任何交易。

据新华社电

美媒：本·拉丹之子已死

8月1日，在也门临时首都亚丁，人们聚集在炸弹袭击现场。
也门政府官员8月1日说，亚丁一个警察局当天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4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20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