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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彭斯9日在五角大
楼宣布，创建美国第六军种“太空
军”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国国防
部将在2020年前、即总统特朗普任
期结束前建成“太空军”。

五角大楼当天晚些时候发布
的评估报告说，创建“太空军”包括
设立“太空司令部”“ 太空作战部
队”“太空开发局”并搭建相应的支
撑架构。

四步建“太空军”
据美国国防部网站9日消息，彭 为组建和发展“太空军”划分职责，
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讲时说， 包括新任命一名国防部助理部长。
“组建‘美国太空军’的时刻已经到
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今
来”，新军种将与美国另五大军种地 年年底前设立“太空司令部”，最初
位平等。
由现在隶属空军的太空司令部司令
美国现有五大军种分别是陆 掌管。
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
彭斯在演讲中呼吁国会批准组
警卫队。
建“太空军”，今后5年内为提升美军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8日下令 太空安全系统拨款80亿美元。他说，
国防部组建“太空军”。国防部随后 特朗普政府将在明年2月提交的预
就必要建军过程作为期7周的评估 算案中要求国会“整合资源”；白宫
并于9日发布报告。
将与国会在明年年底前经由国防授
报告认为，应分四步建立“太空 权法案确立“太空军”法定权限。
军”。首先，创建新的战区司令部“太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告诉
空司令部”，“ 统一指挥、控制”美国 媒体记者，五角大楼目前没有具体
“太空军”行动，“ 制定太空作战规 预算，相关提案将在今年年底前完
则、战术、技巧和程序”。其次，创建 成，
“我猜会数以十亿美元计”。
“太空作战部队”，由专职太空区域
美国总统竞选连任团队利用这
联合作战的精英组成。第三，创建新 一时机，向选民推销与“太空军”相
的联合机构“太空开发局”，确保“太 关的周边产品并筹款。
空军”拥有“尖端作战能力”。最后，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国防部发表演讲

朗普2020年竞选团队经理帕斯凯尔9日 将出售全新系列产品”。他邀请选民从
在向支持者发送的电子邮件中说，“ 为 6个设计图样中投票选出“太空军”的
庆祝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大消息，我们 徽标。

印度尼西亚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
岛发生7.0级地震后第四天，这一热门
旅游地点9日下午再度发生6.2级地
震。
截至9日下午，龙目岛5日发生的
7.0级地震已致使至少259人死亡，大
约6.8万座房屋受损，27万人无家可归
或转移安置。

再度遭受强震

龙目岛7.0级地震后第四天，这一
旅游胜地9日下午再度遭受强震。这
次地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24人受伤，
多座建筑物被损坏。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
站消息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2时
25分（北京时间13时25分），震中位于
龙目岛北部陆地，震源深度12公里。
地震没有触发海啸预警。
法新社报道，一些经历了龙目岛
7.0级地震的幸存者9日再次感受到强
震。在龙目岛北部地区，在临时避难
所里生活的人们惊叫着跑了出来，街
道上停放着的摩托车被掀翻，一些建
筑的墙壁坍塌。
一名救援人员告诉法新社记者，
他们在提供救援的途中遭遇地震。“突

这一计划遭遇质疑

美联社报道，彭斯把美国组建“太空 成作战区域”，“ 美国不会在面对挑战时
军”表述为回应对手的潜在威胁。他说， 退缩”。
美国的敌人多年来“研发武器，从地面发
美国上一次组建新军种是在第二次
动电子攻击以撞击、蒙蔽或关闭我们的 世界大战结束后、即空军1947年组建
导航和通信卫星”，他们“已把太空转变 时。组建新军种需要建立多层官方体制，

印尼龙目岛再遇6.2级强震
伤亡人数攀升 建筑被毁

后给出这一数据，他强
调“政府正快速行动，有
能力应对这场灾害”。
依据印尼抗灾署的
统计，截至9日下午，龙
目岛7.0级地震已致大
约6.8万座房屋受损，27
万人无家可归或临时安
置在避难所。
龙目岛北部多为山
伤亡人数攀升 地，加之地震导致道路
5日发生的7.0级地 损毁严重，印尼政府和
震重创龙目岛，伤亡人 国际救援机构派出的救
数攀升。印尼抗灾署9日 援队很难接近震中地
在一份声明中说，龙目 区。
岛7.0级地震已致使至
印尼政府官员告诉
少259人死亡。随着救 法新社记者，震区急需
援队伍陆续在废墟中发 医疗救援人员和“长期
现遇难者遗体以及亲属 援助”，地震重灾区急需
陆续上报已经掩埋的遇 食物和医疗物资。
难者，死亡人数将增加。 西努沙登加拉省抗
印尼政治法律安全 灾署一名发言人说，大
统筹部长维兰托说：“最 约200辆载有食物、医
新的数据是319人死于 疗设备和日常供给物资
地震。”美联社报道，这 的货车9日中午进入北
名部长在印尼政府多个 部和西部受灾最严重的
部门召开救援协调会议 地区。 （新华社 ）

然，我们所乘汽车后部
受到袭击，非常强烈。”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
努格罗霍说：“街上的人
们惊慌失措，从汽车里
出来，在道路中间朝不
同方向跑开。由于地震
坠落的碎片导致24人
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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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在任内建“太空军”
2020年前成美军第六大军种
□2018

确定多名军方和文职领导、制服、装备及
相应的配套系统等。不少军方领导人、专
家和国会议员一直质疑这一过程成本高、
有些官僚主义，是不必要的形象工程，因
为相关职责已由美国空军等部门承担。
美军现有大部分太空力量由总部位
于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的空军太
空司令部指挥。空军太空司令部现有大约
3.8万名人员，负责操控全球定位系统等
185个卫星系统，指挥空军网络战。
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纳
尔逊认为组建“太空军”会“让空军支离破
碎”。另一名民主党籍参议员桑德斯在社
交媒体上呼吁，与其“花费数以十亿计美
元将太空军事化”，政府不如首先确保民
众的医疗保险。
美国前宇航员、退役海军上校凯利
说：“ 在原本相当官僚化的国防部再建立
一整套官僚体系没有意义。”法新社评述，
创建“太空军”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难题。
曾任美国空军部长的詹姆斯上周在
布鲁金斯学会一次研讨会上预计，组建新
军种可能需要5至10年，“ 会遭遇数年颠
簸”。
不过，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
量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斯和小
组委员、民主党人库珀发表联合声明，支
持五角大楼“终于采取行动，以强化我们
（ 新华社 ）
的太空安全”。

石破茂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将和安倍“一对一”决战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前干 布参加下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本媒 任的最有力劲敌，两人预计将上演“一
事长石破茂10日举行记者会，正式宣 体认为，石破是首相安倍晋三寻求连 对一”决战。
“安倍经济学”和外交等方面主张。
他可能8月下旬正式宣布参选。
自民党下属7个主要派系中，
石破在9日举行的派系会议上 布参选后正式加入选战。安倍因为
表明参选意愿。他说：“总裁选举就 日本部分地区遭受暴雨灾害而推 已有5个派系明确支持安倍，包括
是首相选举。必须努力使党员和国 迟表态，石破不得不更改计划。 细田派、麻生派、二阶派、岸田派和
民理解我对宪法、安保、经济政策
日本媒体推测，安倍11日将在 石原派。石破获得他领导的石破派
和党的运营有怎样的想法，与其他 家乡山口县举行的“总裁选举总誓 以及部分无派系党员支持。另一派
参选人有什么不同。”
师大会”上表明参选意向。次日，他 系竹下派部分成员支持安倍，另一
石破原打算在安倍7月22日宣 将在山口县下关市发表演讲，宣传 部分支持石破。
选举定于9月7日正式发布公告，9
月20日投计票。2016年6月，自民党
石破在地方党员中获得广泛
安倍的“政治导师”小泉纯一 决定把党章中总裁任期最长“两届
支持。日本媒体报道，石破有望获 郎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安 6年”规定修改为“三届9年”，使安
得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自民党 倍已经失去民众信任，连任自民党 倍今年9月30日两届总裁任期届满
第一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支持。 总裁恐怕“没戏”。本届自民党总裁 后仍可继续竞选党首。（新华社 ）

各大派系“站队”

小泉之子“力挺”？

沙特承诺不给加拿大“断油”
拒绝调解 要求加方弥补错误

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法利赫9 拿大围绕“维权人士”的争端不会 不受政治因素影响。
日说，这一中东石油出口大国与加 影响对加石油供应，承诺石油出口
英国《金融时报》8日报道，沙
特中央银行和国家养老基金已下令
法利赫9日发表声明说：“沙特 受政治因素影响。
海外资产运营经理出售在加资产。
与加拿大当下的外交危机不会以
加拿大外交部3日对沙特逮捕
隶属沙特文化和新闻部的国际
任何方式，影响沙特阿美公司与加 “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忧虑”，要求 通信中心8日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
拿大客户的关系。”沙特阿美公司 立即放人。沙特认定加方干涉内 “推特”上写道：“沙特政府、中央银
是全球最大石油企业之一，为国有 政，6日宣布驱逐加拿大驻沙特大 行或国家养老基金没有发布任何有
企业。
使，并且暂停与加拿大之间全部新 关出售在加资产的指示。”不过，这
法利赫强调，沙特坚持“稳定 的贸易和投资。沙特同时中止由政 条推文不久后遭删除，国际通信中
且长期的政策”，确保石油供应不 府资助的在加教育和医疗项目。 心没有解释或回应删除原因。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日晚些时
候向沙特伸出橄榄枝，说加方将继
加拿大政府人士7日说，加方打 努力，要求加方“弥补自己的大错”。 续在公民自由上敦促沙特，但承认
算寻求第三国帮助“说和”。只是，沙 朱拜尔说，沙特考虑对加拿大采取更 沙特在推动人权进步上取得进展。
特外交大臣朱拜尔8日拒绝任何调解 多措施，但没有作进一步说明。
（ 新华社 ）

供油不停

拒绝调解

印尼龙目岛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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