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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中共党员，安庆市水利局原副局长陆大
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8月20日7
时30分在市立医院逝世，享年92岁。

陆大材同志，安庆人，1928 年 9 月生。
1949年9月至1950年6月任安庆地区水利局
收方员；1950年7月至1956年8月任蚌埠治
淮委员会技术员；1956年9月至1961年9月，
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学习；1961 年 10 月至
1969年7月任安庆地区水电局技术员；1969
年8月至1970年11月任安庆地区生产指挥组
水利秘书；1970年12月至1983年10月任安庆
行署水电局副局长、副主任工程师；1983年11
月至1988年11月任安庆市水电局副局长、副
主任工程师。1988年12月离休。

陆大材同志遗体定于2019年8月22日8
时20分在市殡仪馆火化。遵照其生前遗愿，
丧事从简。

安庆市水利局
2019年8月21日

讣 告

意大利总理、无党派人士孔特20
日晚正式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呈。
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由联盟党和
五星运动组成的、执政近十五个月的
联合政府走到了终点，未来意大利政
局走向面临多重变数。

危机始末

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联盟
党党首萨尔维尼本月8日公开表示，
联盟党和五星运动的联合执政基础不
复存在，是时候将决定权“交还给选
民了”。他要求提前举行选举。随
后，萨尔维尼很快向议会提出对孔特
的不信任动议，称由于五星运动阻
挠，内阁行事效率变得极为低下。

参议院20日对不信任动议进行审
议，孔特首次对此作出回应。他指
出，联盟党在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支持率大幅上升，此后萨尔维尼就一
直想启动提前选举。他指责萨尔维尼

“追求的是自身和自己所在党派的利
益，他的决定将为国家带来严重风
险”。孔特说：“在结束本次辩论后，
我将告知总统本届政府的终结，并提
出辞去总理一职。”

自 2018 年 6 月执政联盟组建以
来，联盟党的民调支持率几乎翻倍，
从2018年意大利大选时的17%涨至欧
洲议会选举时的30%多，而五星运动
支持率不断走低。

萨尔维尼称，他之所以决定“叫

停”本届政府是由于五星运动提出太
多反对意见，例如反对修建连接意大
利都灵和法国里昂的高铁项目等。

近来，围绕该高铁项目，五星运
动和联盟党针锋相对，摩擦持续升
级。五星运动以成本过高、破坏环境
为由强烈反对修建这一高铁；联盟党
则认为该铁路对以出口为导向的意大
利经济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指出，高铁分歧只是两
党分道扬镳的导火索。过去一年多，

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在移民及税收等诸
多议题上都意见不合。而民调支持率
的上升让联盟党对推动提前大选有了
底气，最终导致执政联盟的瓦解。

未来选项

根据总统办公室20日晚发布的声
明，马塔雷拉总统收到了孔特的辞
呈。马塔雷拉将于 21 日下午启动磋
商，与议会各党派探讨能否组成另一

股多数派力量，联合组建新政府。马
塔雷拉也可能在各党派同意的情况下
提议组建一个技术官僚内阁，以处理
未来数月将面临的紧要事务。如果这
两种选项都不可行的话，马塔雷拉将
不得不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选举，时
间最早或将安排在今年10月。

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情况看，
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五星运动与当
前最大的反对党——中间偏左的民主
党组成新的执政联盟。另一种可能出
现的情况是，联盟党与意大利前总理
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间偏右的意大利
力量党以及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
组成新的执政联盟。

意大利时事评论家普利西认为，
孔特有可能继续领导新组成的政府。

“如果五星运动和民主党能达成协
议，他们将需要一个不属于这两个党
派的折中人选，而孔特能满足这个条
件。”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提前选举是
最不利的选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意
大利政府很快就需要敲定2020年预算
草案。从去年年末开始，意政府就因
2019年预算草案中财政赤字占GDP比
例过高的问题与欧盟产生争端。今年
以来，意大利经济增长几乎陷入停
滞，赤字居高不下，2020年的预算制
定难度更大。在这种背景下，提前选
举无疑会让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新华社记者 叶心可
（新华社罗马8月21日电）

执政近十五个月的联合政府走到终点

意大利政局走向面临多重变数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0 日电 （记
者 刘晨 刘阳）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日说，鉴于丹麦政府无意讨论出
售格陵兰岛事宜，他将推迟原定于9
月初访问丹麦的行程。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发文说，由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
森此前已表示对讨论格陵兰岛的售
卖事宜不感兴趣，他将推迟原定于
未来两周内举行的双边会晤。

美国《华尔街日报》本月15日
披露，特朗普曾多次向顾问咨询，美
国能否购买格陵兰岛。特朗普本人
18日也向媒体记者证实有购岛意向，
但同时表示此次丹麦行并不是为了
买岛。弗雷泽里克森18日说，美国购
买格陵兰岛的想法是“荒谬的”。

世界最大岛屿格陵兰岛是丹麦
自治领地，享有高度自治权，但国
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

购买格陵兰岛无望

特朗普推迟访问丹麦

新华社安卡拉 8 月 20 日电 （记
者 郑思远 施洋） 土耳其外交部
长恰武什奥卢20日就叙利亚战机打
击土军车队一事向叙政府发出警
告，并表示土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其士兵安全。

土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土
军车队在驶向设在叙利亚伊德利卜
省境内的9号观察点时遭遇空袭，造
成3名平民死亡、12名平民受伤。声
明批评空袭违反了土耳其和俄罗斯
之间达成的协议。叙媒体当天也证
实了这一空袭事件。

恰武什奥卢 20 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土耳其将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确保土耳其士兵和观察点
的安全。土耳其目前不会移除9号

观察点。
他还说，空袭事件发生后，土

耳其与俄罗斯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
通，双方军方总参谋长也进行了电
话交谈。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
部，与土耳其接壤，是叙反对派武
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最后
一块主要地盘。去年9月，俄土领导
人在俄罗斯索契达成协议，决定在
伊德利卜省的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
之间建立纵深为15公里至20公里的
非军事区，并把“征服阵线”等极
端组织赶出这一区域。土军目前在
伊德利卜设有12个观察点，名义是
监督叙政府军和反对派是否执行停
火协议。

就土军车队遇袭

土耳其外长警告叙政府

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20 日电 （记
者 李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20日表示，美国日前试射一
枚常规陆基巡航导弹的行为表明美
方早已准备破坏《中导条约》。

俄罗斯媒体当天援引佩斯科夫
的话报道说，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
并不足以为这样的试验做准备，这
再次证明是美国的行为破坏了这一
条约，而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0日
对媒体表示，美方的行为早有准
备，在8月2日《中导条约》失效之
前很久就开始了。

拉夫罗夫说，俄方在去年10月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访俄时获悉此事。博尔顿当时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退出《中导条
约》 的表态不是想与俄方进行对

话，而是已经作出最终决定。很显
然，美方在当时或更早就已经开始
为违反《中导条约》的试射做准备。

美国国防部 19 日发表声明说，
美国1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试射一枚
常规陆基巡航导弹。这是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后首次公开宣布试射该
条约所限制的导弹。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
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
苏联和美国于1987年签署。该条约
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
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
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今年
2月，美国单方面启动退出《中导条约》
程序。8月2日，美国与俄罗斯均宣布
《中导条约》当天失效。同一天，美国
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此前受《中导
条约》限制的常规陆基中程导弹。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

美国早已准备破坏《中导条约》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承认，白宫
正在考虑包括削减工资税和资本利得
税等在内的多种减税措施。分析人士
认为，近期美国金融市场频传经济衰
退预警，白宫此举旨在提振经济增长，
防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白宫正在探
讨削减工资税的可能性，寻求通过为
消费者减负刺激经济增长。对此，特
朗普20日对媒体承认，白宫的确正在
筹划削减工资税举措，并表示已经酝
酿这一计划“很久了”。

美国个人消费开支占经济总量约
70%，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削减工资税旨在增加消费者可支
配收入，为经济打一针“消费强心剂”。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不需要国
会批准，就可以将资本利得税与通胀
挂钩。税务专家称，如果与通胀挂钩，
投资者将缴纳更少的资本利得税。

除此之外，美国媒体称白宫内部
还在讨论撤销部分关税的可能性。经
济学家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政府推迟
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减轻对
年底假日购物季的冲击，但美国消费
者仍然可能感受到关税带来的压力。

高盛集团分析指出，洗衣机、家具
等已经被加征关税的商品价格自去年

2月以来出现了上涨，而同期未被加征
关税的核心商品价格则有所下跌。这
表明加征关税所产生的成本已部分转
嫁给美国消费者。鉴于国内消费对经
济增长有着巨大牵引力，美国政府不
得不考量关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牛津经济咨询社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格雷戈里·达科预计，美方计划对3000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最新关税，将
直接导致今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
下降约0.1个百分点。他认为，关税对美
国经济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持续到2020
年，且负面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散。

美国媒体报道说，最近以来白宫

越来越多地讨论提振经济的举措，显
示美国政府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情
绪日益增长。虽然美国正处于有历史
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
期，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警告，经济
衰退正在逼近。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19日发布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多数受访经济
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将在未来两年
到来。其中，38%的受访者认为经济
衰退将在2020年开始，34%的受访者
认为经济衰退将在2021年开始。

新华社记者 许缘
（新华社华盛顿8月20日电）

白宫正考虑减税 防经济陷入衰退

新华社洛杉矶 8 月 20 日电 （记
者 谭晶晶）约每两年一次的“火星
合日”现象即将于9月初上演，届时
火星探测器与地球的通信将受到干
扰。为此，美国航天局计划于8月28
日至9月7日之间中断这些探测器与
地球的通信。

地球和火星都围绕太阳公转，大约
每隔26个月，地球和火星运行到太阳
相对的两侧，即太阳位于地球和火星中

间，此时从地球上看到火星完全被太阳
遮蔽，这种现象被称为“火星合日”。

今年的“火星合日”将于9月2
日发生，届时，火星、太阳、地球三
者形成一条直线。在这前后，太阳和
火星夹角也会小于2度左右，此时太
阳的强烈辐射会干扰甚至切断地球与
火星间的通信。

美国航天局20日表示，在8月28
日至9月7日间，工程师将停止向火

星探测器发送新的指令，以防发送的
信息由于太阳辐射干扰出现部分丢
失，扰乱探测器任务。在此之前，工
程师会向火星探测器发送两周的任务
指令，随后暂停，等火星和地球之间
位置正常后再恢复发送指令。

美国航天局表示，尽管“火星合
日”会对探测任务带来一些风险，但
火星探测器的自动驾驶等系统都已久
经考验。

“洞察”号无人探测器团队在官方
推特上表示，接下来数周，“洞察”号将
因为“火星合日”暂时失联，但地球上
的任务团队会继续进行任务，研究如
何帮助因故障“搁浅”的测温装置继续
下探。“洞察”号于去年成功着陆火
星。与“好奇”号和“机遇”号等其他火
星探测器不同的是，“洞察”号将首次
通过原地钻探来探究红色星球“内心
深处”的奥秘。

“ 火 星 合 日 ”在 即

美 将 暂 停 与 火 星 探 测 器 通 信

8月20日，在意大利罗马，意大利总理孔特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孔特20
日下午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总理一职。

新华社发（阿尔贝托·林格里亚 摄）

8 月 20 日，在德国科隆举行的第
11 届科隆国际游戏展上，参观者体验
一款手机游戏。当日，作为全球主要
的互动游戏和娱乐展会，第 11 届科隆
国际游戏展在德国科隆国际展览中心
拉开帷幕。

新华社记者 逯阳 摄

科隆国际

游戏展开幕

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20 日电 （记
者 李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
夫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
正密切关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局
势，并与土耳其军方保持密切沟通。

拉夫罗夫说，近期极端组织武
装分子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的活
动有所增多，他们正在试图对叙利
亚其他地区进行攻击。俄土军方目
前保持紧密沟通，就当前局势进行
详细磋商。

他说，根据俄总统普京和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去年9月在索契签署

的相关文件，目前驻扎在伊德利卜
地区的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目的在
于监督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
执行停火协议，同时防止极端分子
的活动向叙其他地区渗透。

土耳其国防部 19 日发表声明
说，土军车队当天在驶向驻扎在伊
德利卜的一个观察点时遭遇叙政府
军空袭，造成3名平民死亡、12名平
民受伤。而根据叙利亚外交部的声
明，土军车队当天是在越境向叙境
内伊德利卜省的极端组织运送武
器、弹药等物资装备。

俄土就叙利亚伊德利卜
地区局势保持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