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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携手甲骨文
若方案获批，后者将为其提供云服务

据新华社洛杉矶 9 月 14 日电 TikTok14 日发
表声明说， 该公司已将一份方案提交给美国政府。

美国甲骨文公司当天表示已与 TikTok母公司字节
跳动达成协议，成为其“可信技术提供商”，但该协
议仍需美国政府批准。

TikTok在声明中说：“可以确认， 已向美国财政
部递交了一份方案， 相信这一方案可以解决美国政
府的安全顾虑， 这一方案能帮助TikTok继续支持在
美国拥有一亿用户的平台的运行， 用户喜欢在这一
平台上建立联系和娱乐，与此同时，还有数十万小企
业和创作者依靠TikTok谋生并拓展有意义的事业。”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14日早些时候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财政部已接到这一方案，甲骨文公司作
为 TikTok可信的技术伙伴，代表美方解决国家安全
问题。

目前各方尚未披露方案细节。 但据记者了解，

方案若获批准， 甲骨文公司将为 TikTok提供云服
务，此举不涉及 TikTok的出售，也不涉及 TikTok的
核心技术转让。

8月 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称将在
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 TikTok及其母
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当月 14日，特朗普再
签行政令， 要求字节跳动在 90天内剥离 TikTok在
美国运营的所有权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回应说，美方应停止
无理打压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别国企业，中方同时
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的权利。

TikTok8月 24日正式提起诉讼，控告美国政府
发布的与该公司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有关的行政
令违法。 在起诉书中，TikTok指控行政令发布程序
不合法，破坏了该公司本应享有的宪法权利，同时
行政令称其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措施，

也是对该法的滥用。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律、科学和技术项目主任马
克·莱姆利表示，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对任
何来自中国的科技企业都采取敌视态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表示， 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意在迎合一些选民，是
出于大选目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希望削弱中国在
全球数字经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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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俊博留任干事长，为新政权保驾，5大派阀各占一席之地

菅义伟敲定自民党四大要职人事安排
综合新华社消息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菅义

伟 15日任命干事长等自民党四大要职， 其中
二阶俊博继续留任自民党干事长。 舆论认为，

二阶政治经验丰富、党内外人脉很广，继续担
任干事长有利于保证菅义伟新政权稳定。

当天下午，自民党召开临时总务会议通过
了上述人事安排。 四大要职人事安排包括，二
阶俊博（二阶派）留任干事长，起用前总务大臣
佐藤勉（麻生派）担任总务会长、前选举对策委

员长下村博文（细田派）担任政务调查会长，由
山口泰明（竹下派）接替下村担任选举对策委
员长。此外，国会对策委员长森山裕（石原派）

留任，前总务大臣、无派阀人士野田圣子担任
代理干事长。

分析人士认为，从自民党权力中枢人事安
排来看， 菅义伟在党内派阀权力分配中努力寻
找平衡。 在总裁选举中给予他大力支持的 5大
派阀各占一席之地，同时也起用了无党派人士。

菅义伟当天表示，“防止新冠疫情扩大的同
时推动社会经济活动复苏， 尽快让国民恢复安
心、安全的生活是我的使命”。他希望打造一个
为民服务的新内阁，获得国民信赖，度过这场危
机。目前新内阁人事安排正在紧张进行中。

另据消息，由日本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
党等在野党重组后构成的新在野党 15日举行
建党大会，这标志着日本新的最大在野党正式
成立。

新党沿用立宪民主党的党名，拥有国会议员
150人，其中众议员 107人、参议员 43人。该党当
天在建党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党章，表明将作为
菅义伟政权的对抗势力迎接下届众议院选举。

原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此前已被推选
为新在野党的首任党首。 他 15日宣布了新党高
层人事安排，原立宪民主党干事长福山哲郎担任
新党干事长，新党合并功臣、原国民民主党干事
长平野博文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

联手抵御“颜色革命”企图，俄将向白俄罗斯提供15亿美元贷款

俄白总统会晤，向西方释放明确信号
新华社北京 9月 15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4日在俄黑海之
滨城市索契会晤，讨论了双边合作、白俄罗斯
局势等问题。从两国元首会谈结果看，俄罗斯
将继续帮助白俄罗斯政府稳定局势。

分析人士认为，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引发的
动荡尚未平息，在此关键时刻，卢卡申科访俄
取得积极成果， 不仅展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

也向西方发出两国联手抵御“颜色革命”企图
的明确信号。

索契之行是卢卡申科赢得总统选举后的首
次出访。普京表示俄白两国将继续加强合作，俄
罗斯还将向白俄罗斯提供 15亿美元贷款。

普京表示，俄罗斯仍然遵守双方之间的所
有协议，包括在俄白联盟条约和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框架下的所有协议。 白方是俄方亲密盟
友，俄罗斯将履行所有承诺。两国应在国防领
域加强合作。

卢卡申科向俄方和普京个人在白选举后
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俄白两国应在
军事和经济领域继续加强合作。就白俄罗斯最
近发生的抗议活动，卢卡申科说，重要的是抗
议者不要“逾越红线”。

就在普京与卢卡申科会晤当天，俄白联合
军演在白俄罗斯境内拉开帷幕。

白俄罗斯 8月 9日举行总统选举，反对派
和部分民众质疑选举结果并发起大规模抗议，

导致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美国、欧盟不承认白
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并威胁对白俄罗斯实施
新制裁。而俄罗斯承认这一选举结果，多次警
告西方不要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
连娜·波诺马廖娃认为，向白俄罗斯施压、在其
内部制造混乱的剧本恐出自美国之手，而立陶
宛和波兰是美国剧本的关键执行者。

俄专家指出，西方多年来不仅处心积虑在

俄境内发动“颜色革命”，还对俄罗斯周边国家
进行渗透，挤压俄战略空间。西方的干涉给欧
亚地区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与乌克兰相似，白俄罗斯也是西方与俄罗
斯地缘争夺战的目标。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

并倒向西方后，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抵御北约
势力扩张的唯一屏障， 地缘战略地位更加凸
显。俄罗斯不能容忍白俄罗斯也出现亲西方政
权，不会坐视乌克兰的剧本在白俄罗斯重演。

普京 8 月 27 日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

俄方已抽调执法人员组成一支预备力量，将在
必要时出手帮助白方控制局势。 舆论认为，普
京这番话是向西方发出的强有力警告。

卢卡申科 8月 28日说，白俄双方都认为，

西方国家可能会颠覆白政府，并扶植一个请求
西方在白驻军的新政权，把白俄罗斯变成针对
俄罗斯的跳板。因此，他和普京商定，一旦白方
遭到外部入侵， 白俄两国将动用武装力量联

军，共同保护白俄联盟国家西部边境。

分析人士指出，身处西方与俄罗斯博弈的夹
缝中， 白俄罗斯一直面临较大地缘政治压力，而
此次政局动荡将进一步压缩白外交腾挪空间。

在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俄罗斯遭西方经济制
裁、俄白在两国一体化问题上矛盾加剧等多方面
因素驱动下，白俄罗斯近些年尝试与西方国家改
善关系，以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谋求国家利益
最大化。专家认为，总统选举引发的政治风波严
重冲击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改善的进程，而俄白
两国关系将更加紧密。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王晓泉认
为，在俄罗斯力挺下，卢卡申科大概率能稳住国
内局势，但今后执政道路面临更多困难。一方面，

他要继续防范西方的颠覆图谋，保住政权；另一
方面，他在推进俄白一体化方面面临压力。俄白
双方对深度一体化的理解不同，不少白俄罗斯民
众不赞成按照俄方的设想推进一体化。

会否埋下“定时炸弹”？

阿联酋、 巴林先后与以色列快速建交，

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极大冲击。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
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西表示， 阿联酋和巴
林正式承认以色列，表明以色列的存在在阿
拉伯世界“不再是问题所在”。以色列媒体报
道说， 白宫正急于推进其他阿拉伯国家，如
摩洛哥、苏丹和阿曼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
程，签署新的协议。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叙利亚研
究中心研究员王晋认为，未来，美国大选可能
是观察是否有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
的节点，从当前趋势看，未来或有更多阿拉伯
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目前，阿曼、苏丹等国家
与以色列早有合作，不少阿拉伯国家在经济、

科技等方面有与以色列合作的巨大动力。

在目前的中东， 阿以矛盾的地位在下
降，未来中东各股力量可能继续分化。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未来，中东以“亲伊
朗反伊朗”“亲美反美”为标准划分的阵营将
更加清晰，美国重新整合地区盟友、调控中
东局势的能力也将有所上升。在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关系改善的大趋势下，巴勒斯坦问
题将被进一步边缘化，以“两国方案”解决巴
以问题的前景会更加暗淡。

之前，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再解决阿拉
伯国家和以色列建交问题，一直是大多数阿
拉伯国家的共识。在巴勒斯坦问题尚未解决
的情况下，部分阿拉伯国家先同以色列改善
关系，这无疑会令巴方谈判筹码更少。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
刚指出，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关系正常化，

实现了有限的双边和平，但也引发了新的矛
盾，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导致反美力量
的集体焦虑。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
核心，该问题没有得到公正解决，将成为一
颗“定时炸弹”，引发新冲突。

■本报记者 李雪

为阿联酋、巴林同以色列正式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搭台，通过“外交牌”为选情加分

特朗普开“中东和平峰会”，打什么算盘
■本报记者 李雪

当地时间 9月 14日， 一架来自以色列特
拉维夫的飞机，缓缓降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附
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引人注目的是，这架
飞机机身上涂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等
各语种的“和平”字样，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和妻子走下飞机舷梯。

几乎和内塔尼亚胡前后脚，阿联酋外交部
长谢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巴
林外交大臣阿卜杜勒·拉蒂夫·扎耶尼也先后
抵达美国，参加 9月 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
东和平峰会”。

峰会上的重头戏是，阿联酋、巴林与以色
列正式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短短一个多月来， 中东局势发生巨大变
化。在美国的牵线搭桥下，上个月，阿联酋和以
色列突然“互加好友”，宣布将实现关系全面正
常化；本月，巴林也表示将与“宿敌”以色列建
交，引发地区震动。

“宿敌”相聚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
官员 14日透露，签字仪式在白宫南草坪举行，

此处空间“十分广阔”。受邀到白宫参加签字仪
式的数百名宾客将被建议佩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但佩戴口罩并非强制要求。

峰会议程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
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美以领导人
与阿联酋、巴林举行四方会谈，等等。

《以色列时报》报道称，峰会的重头戏是，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签
署一项和平条约， 内塔尼亚胡和巴林外交大
臣阿卜杜勒签署一份相对不那么正式的和平
声明。白宫一位官员称，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协
议比以色列和巴林的协议要长得多， 这是因
为以色列和阿联酋宣布关系正常化的时间更
早。

眼下正值新冠病毒大流行， 美国疫情严
峻，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居世界首位，以色列
的感染率也居高不下。有美媒关注，签字仪式
的规模似乎违背了华盛顿特区遏止病毒传播
的指导方针———相关内容规定， 禁止 50人以
上的大规模集会。

投桃报李？

长期以来， 以色列被阿拉伯国家孤立，此
前，仅在 1979年与埃及、1994年与约旦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时隔近三十年与两个阿拉伯国家
建交，以色列方面相当重视。在飞往美国前，以
总理内塔尼亚胡就称这次访问是“历史性的”。

以色列民间对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实现
关系正常化也十分欢迎。不过，以总理内塔尼
亚胡在此时出国，仍挨了批评。随着新冠病例
激增， 以色列将于 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封锁，这是以色列第二次全国“停摆”。

面临封锁、总理挨批也要出国，这是为啥？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
中心研究员王晋认为，内塔尼亚胡此时飞往美
国，一是为了收割外交红利，增加外交号召力；

二是眼下以色列疫情反复、经济萎靡，内塔尼
亚胡需要找到新突破口，重振在国内形象。

《纽约时报》指出，在内塔尼亚胡为自己的
政治生存而战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多次送出外
交礼物，内塔尼亚胡此行，既是对特朗普多年
来政治支持的个人回报，也是为了帮助确保其
总统任期和政策能够延续。

美国犹太民主委员会执行理事哈里·索伊
弗说，“必须注意到，现在距离美国大选已经不
到两个月。在过去的三次以色列选举中，特朗
普试图给内塔尼亚胡背书。现在，面临国内政

治危机，内塔尼亚胡仍来到华盛顿。”

“我认为，阿联酋的考量很大程度上是，这
是我们在帮特朗普政府的忙，” 前奥巴马政府
中东问题高级官员罗伯特·马利说。他还提到，

和以色列一样，阿联酋也意识到，如果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可能会采取对本国不太
一致的政策。

特朗普的牌

阿联酋、巴林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
化，背后少不了美国的奔走。

近一个月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外交动作不
断。8月 13日， 特朗普高调宣布阿联酋和以色
列将“破冰”。8月下旬，美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
东五国，接着，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
莱恩、 美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接连访问中东，

可谓在中东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美国金融咨询公司 Decision Boundaries总
经理卡洛斯·阿巴迪称， 美国此时急忙推动阿
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与美国大选、

两个阿拉伯国家展示对特朗普的支持以及美
国对伊朗“极限施压”不无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表
示，此次签字仪式在白宫举行，足以说明特朗
普希望利用中东问题， 为自己在美国大选中
“加分”。孙德刚指出，特朗普执政四年以来，成
绩单乏善可陈，特别是今年新冠疫情暴发的情
况下，美国国内经济、防疫问题突出，特朗普
希望利用“外交牌”赢得国内选民支持。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在距离美国大
选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朗普做出的有利
于以色列的举动，将受到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选
民的欢迎，这是他选举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晋也指出，特朗普的“中东成绩单”几乎
没有亮点，在巴以、伊核等问题上没有取得突
破，因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成为
其外交唯一可能的突破点。

此外，美国的动作也有遏制伊朗、敲打土
耳其的考量。美国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挑战
者，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通过把亲美阿拉伯
国家和以色列撮合在一起，让其盟友冲在一线
对抗伊朗；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反对以色列的另
一股力量，美国不断动作，也有在东地中海地
区遏制土耳其的意味。

2月11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前右）在安理会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上展示地图。

他坚决拒绝美国“中东和平新计划”，但同时表示愿意与以色列展开谈判。 新华社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