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5月，发生了一起震惊
中外的“香港驻军事件”。邓小平
为之大发雷霆。耿飚、黄华两位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牵涉其中，
前者写出检讨，后者以党票保证；
英方谈判团首席代表、英国驻中国
大使伊文思紧张得说英语都磕巴；
采访黄华的女记者吓得举不起话
筒……

“我们不能做李鸿章”

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
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
进行了整整2年，分为秘密磋商和
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
时间是 14个月，共进行了 22轮。
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
权”问题，英国步步为营，我国寸土
不让。

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
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
直接管理”。英国说：“不要驻军，
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
要移民了。”参加过谈判的中国代
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
南说：“哪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
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英方
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
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
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
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
深圳有军队就行了，万一发生香港
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
港府的意见，立法会同意了，你可
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
回去。”周南气愤地说：“这简直是
荒唐逻辑！”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
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一贯的。早在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福建厅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
尔夫人就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
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
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
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
鸿章。”1984年4月，邓小平对英国
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确地
讲：“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
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
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
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同月，
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
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
请示》报告上，又在关于香港驻军
一条下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
坚持，不能让步。”

在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
问题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耿飚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
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
件。

邓小平简直喊了起来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参加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参
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
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
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
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
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
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
而，在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
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
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
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

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
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
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
长的周南在 2007年出版的《周南
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
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
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
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
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
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
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
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
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
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
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
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
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劈头盖脸的提问
中出了纰漏的。据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

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
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
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
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
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
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
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
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
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
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
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飚是解放军著名将领，解放
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后担任国
防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外
交、国防工作作出了贡献，但他一
句含糊其辞的话，被香港记者作了
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因
而引发了轩然大波。

5月25日上午，六届人大第二
次会议闭幕大会结束后，邓小平接
下来就要与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
和委员见面，并安排了记者现场采
访。邓小平来到福建厅听取港澳
工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国务院港
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吴学
谦、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新华
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等在场。
会上，许家屯向邓小平报告说，耿
飚副委员长曾答复香港记者说“可
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旁边主管
香港交涉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

“还有黄华同志！”
邓小平一听就火了，立即对在

场的人说：香港的报纸报道，耿飚
同志对香港记者说，中国不会向香
港派出驻军，还有黄华同志向记者
说，将来香港可以派代表参加中国
驻联合国代表团。他们根据什么
讲这些话？

邓小平越说越激动，到后面简
直就喊了起来：“他有什么资格对
记者说那样的话？”“以后，有关香
港问题，我说了算，赵紫阳总理说
了算，姬鹏飞领导的那个港澳办说
了算。”

他决定要在港澳代表和记者
面前说清楚这件事情。

会见开始了。在严肃、紧张的
气氛中，大家陪同邓小平慢慢走到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早已等候在
那里的港澳同胞立即起身，热烈鼓
掌，5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
请站着的其他记者退场。邓小平
突然对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
一等，我还有话讲。”

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回
忆说：“本来按照规定，邓小平接见
各界人士，前边拉着一条红线，记

者站在那里拍照，也不许说话，拍
完了就退场，然后宾主就谈话了。
这次他们拍了照，正退场的时候，
邓小平把他们叫住了。”

邓小平第一次公开谈到在香
港驻军的问题，而且采取了一种异
乎寻常的方式。邓小平说：“趁这
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
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
飚，耿飚讲这个（可以考虑不派驻
军）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
谣。”香港记者抓住这个场面在报
纸、电视上大肆炒作，闹得不亦乐
乎。

邓小平显得柔中有刚，他特意
对记者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
话：“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
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象
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
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接着，邓小平的语调提高了八
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
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
中国领土！”

稍等片刻，他面对来自香港和
澳门的同胞，又平和地解释：“我们
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
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
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
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
不会失望的。”

在场的人士对邓小平这一番
话无不感到突然。坐在邓小平旁
边的中国记协副主席、香港《大公
报》社长费彝民曾插话说：“5分钟
了，够啦，够啦！”意在请记者离场，
制止邓小平再往下说。但邓小平
此时显得很激动，似乎不吐不快的
样子。

当港澳记者退场之后，邓小平
又对港澳代表和委员详细论述了
驻军的必要性，还就中英谈判的进
程、过渡时期的问题等作了重要讲
话。他说：“我们明确讲了，中国要
在香港驻军，耿飚讲的有一条是对
的，就是香港不负担军费，费用由
中央负担，不用香港负担。这在会
谈中我跟杰弗里·豪外相讲了，我
说，为什么要在香港驻军？香港以
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
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

有人问：“香港有雇佣兵、廓尔
卡兵，是否可以留在香港？他们不
到1000人。”邓小平回答：“这个不
行。将来大陆派解放军去，因为象
征主权问题。”

女记者吓得举不起话筒

邓小平大发雷霆的时候，耿飚
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
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
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
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
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
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找自己的车，
就近抓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
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
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
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
低而急促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
火了。

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
表了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
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
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当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耿飚
后，他第一个表情就是陷入了“努
力回想中”。他与彭真说了10来
分钟的话，这时闻讯赶来的警卫参

谋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赶到大会
堂北门广场。

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
因为司机知道，首长是在会见外宾
的场合下赶过来的，还没有用餐。
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
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

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
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
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
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
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
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
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
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
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
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
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
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
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
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
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
样的说明。

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
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
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
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
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
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那
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
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
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
八道”。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
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
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
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
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26日，
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
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
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
当震动。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
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
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
长周南。

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
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席在
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
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
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席的讲话
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
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
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
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
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
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
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
主席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
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
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

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
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
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5 月 28 日，经过反复的回忆
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
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
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
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
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
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
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
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
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
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
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
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
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
转彭真同志。”

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
言，也没有强调客观因素，耿飚的
自我批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高风亮节的品质和知错就改、勇
于认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
家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邓小平的公开表态，记
者的及时报道，耿飚承认失言的
坦诚，使这场“轩然大波”真相大
白，瞬间平息。中英双方在谈判
桌上关于驻军问题的“争吵”戛然
而止，这是耿飚最希望看到的。

5 月 30 日和 31 日，第 15 轮
“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
坚持“反对中国方面‘1997 年收
回香港’以后行使‘驻军权’”。但
是，英国方面提出希望在拟订协
议正文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
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
于对付外来威胁”。中国方面表
示“不能同意”。最后，形成的协
议正文和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
条款表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直
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
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
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政事务，
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
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再次谈到
香港驻军问题，他说：“我们的同
志，主要是耿飚同志讲，中国不会
派军队去，这就讲走火了。这个
问题已经过去了。”

11月 9日至 10日，耿飚主持
召开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
次会议联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央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文件和 3
个附件。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
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
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
权。

（李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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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香港驻军事件”
为何大发雷霆？

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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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4 日电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警方4日确
认，当天凌晨该市发生一起枪击
事件，造成包括一名枪手在内的
至少10人死亡，另有16人受伤。

当地媒体援引代顿市警方

负责人的消息报道说，4 日 1 时
许，一名男子在代顿市俄勒冈区
持枪行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这名男子被赶到的警察击毙，伤
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警方暂未公布枪手身份。

枪手的作案动机尚不清楚。目
前，联邦调查局正在协助警方对
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这是 24 小时内美国本土发
生的又一起重大枪击事件。

新华社达卡8月4日电 孟
加拉国政府部门 4 日表示，孟境
内近期的洪水已经导致该国 108
人死亡。

孟加拉国国家灾害应对协
调中心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洪
水已经导致16个地区的108人死
亡，其中大部分是溺亡。洪水还
造成部分地区的房屋、农田、道
路被淹，约 600 万人受到洪水影

响。
根据孟国家灾害应对协调

中心最新一期日报，孟境内大部
分地区的洪水情况已有改善，河
水水位正在下降。

孟加拉国地处南亚，地势低
洼，境内有 230多条河流，每年 6
月至 9 月是该国的季风雨季，雷
电暴雨天气常见，洪水和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

新华社马尼拉 8 月 4 日电

菲律宾警方 4 日发布报告确认，
截至当天中午，菲中部 3 日发生
的船只倾覆事件已造成 25 人遇
难、6人失踪。

报告说，当地时间 3 日中午
12时15分左右，往返于菲律宾中
部伊洛伊洛省帕罗拉码头与吉
马拉斯省霍尔丹码头之间的两
艘渡船被强风及大浪掀翻，两艘
船上总共载有51名乘客及船员。

3日 15时 30分许，又有一艘
载有 39 名乘客和船员的船只在

同一海域被强风和大浪掀翻后
沉没。

事故发生后，菲律宾海岸警卫
队及警方相继展开救援，就近将获
救者送往医院妥善安置。经过近
24小时的搜救，救援部门共打捞出
25具遇难者遗体，其中13人身份
已确认。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全力
找寻剩余6名失踪者。

受热带低气压影响，近期菲
律宾中部、北部地区气象变化剧
烈，强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不时
出现。

新华社华盛顿8月3日电 在
美国得克萨斯州当地时间3日发
生严重枪击事件数小时后，数百人
聚集在白宫门前，抗议美国政府在
枪支管理问题上不作为，要求严格
管控枪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

控枪组织“母亲要求行动”的
数百名成员当地时间3日晚聚集
在白宫门前抗议。抗议者手持标
语牌，齐声高喊“背景审查”“不能
再死一个”“不再沉默，消除枪支暴
力”等口号。

据了解，该组织成员当天在华
盛顿举行年会，恰逢发生枪击，便
游行到白宫门前进行抗议。

“必须要做出改变，但是政府
中有些人在阻碍改变。”来自密歇
根州的拉里·利普顿对记者说，“在
政府通过枪支安全法案前我们不
会罢休。”利普顿表示，美国需要就
对购枪者进行背景审查，提升年龄
限制，剥夺危险人物持枪权利等进
行立法。

美国允许私人持枪，平均每年
有超过 3.6万人死于枪击。据统
计，自1949年至2000年，美国发生
10起死亡人数超过10人的严重枪
击案件，而2000年至今已经发生
此类枪击事件17起，其中2017年
发生在拉斯维加斯一个音乐会上
的枪击事件导致58人死亡。

新华社休斯敦 8 月 3 日电

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埃尔帕索市
3 日发生一起严重枪击事件，警
方证实目前已至少造成 20 人死
亡、数十人受伤。得克萨斯州州
长格雷格·阿博特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这是得克萨斯州“历史上最
致命的日子之一”。

枪手如何制造惨案
枪击发生在埃尔帕索市的一

家沃尔玛超市。据警方介绍，事
发时超市内有1000人至3000人，
很多人正在为即将返校的孩子购
买文具。

目击者说，一名身着黑色 T
恤、头戴耳罩的男子手持步枪，自
超市门外一直杀到超市内，向人
群随机射击。

超市的闭路电视显示，事发
后停车场上有数具尸体，人群在
枪声中恐慌地向超市门口逃命。

埃尔帕索警局局长格雷格·
艾伦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警方当地时间上午10时39分
接到报案，现场景象恐怖，目前确
认有20人死亡、26人受伤。伤者
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最小的
只有2岁。

事发后沃尔玛超市已经关
闭，警方清理现场并疏散了人群。

州长阿博特在新闻发布会上
称这起事件是凶残的暴力行径，
州政府已部署大量军警支援当地
执法部门。

美国总统特朗普 3日在社交
媒体上说，埃尔帕索市的枪击事
件是一个悲剧，枪手的行径是懦
弱的，“我与所有美国人一道谴责
这一仇恨行径”。没有任何理由
或借口能为伤害无辜性命辩护。

警方确认嫌犯身份
案发当日，警方逮捕了案件

嫌疑人，系 21岁的白人男性——
帕特里克·克鲁西尔斯。他是该
州达拉斯地区居民。

警方介绍道，当日上午，这名
嫌疑人持 AK-47 步枪在该市东
城的沃尔玛超市对准人群开枪扫
射近20分钟。警方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上午11时许，嫌
犯在超市背街被逮捕。警方指
出，嫌犯是主动缴械投降。

媒体还报道说，这名嫌疑人
案发前在网络上张贴了一份长达
4 页的所谓“宣言书”，其中将移
民称为“入侵者”，指责移民进入
美国的目的是“种族替代”和“种
族混杂”，并表示他希望自己也死
在这场枪击事件中。

埃尔帕索位于美国和墨西哥
边境地区，距离边界线不到20公
里，当地 80%的居民为拉丁裔。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说，有 9 名墨
西哥人在这场枪击案中死伤。

今年5月，泰国国王哇集拉
隆功在曼谷举行为期 3天的加
冕典礼，泰国正式进入拉玛十
世时代。在加冕礼前夕，泰国
王室宣布，泰王与王室卫队的
副指挥官苏提达成婚，并正式
册封她为皇后。

时隔不到3个月，泰王公开
纳妃，册封泰国皇家护卫队女
少将诗妮娜·披拉甘拉雅妮为

“贵妃”。
这是自 1932 年以来，泰国

王室首次公开承认一夫多妻
制。早在 1935 年，泰国就已在
法律上废止一夫多妻制，但一
夫多妻在泰国民间很常见。

实际上，现任泰国王后已
是泰王哇集拉隆功的第四任妻
子，现年 67岁的泰王此前有过
3 段失败的婚姻，育有 7 个子
女。

《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在
报道中形容现任泰王为“花花
公子”，但是在泰国国内无人敢
批评国王。依据泰国的《冒犯
君主法》，冒犯王权最高将被处
以15年监禁。

卫队女少将变身贵妃
据《泰晤士报》，上周，在泰

王哇集拉隆功的 67 岁生日宴
上，泰王亲自将“圣水”淋在他
交往已久的女友诗妮娜头上，
正 式 册 封 她 为“Chao Khun
Phra”，意为“皇家贵族配偶”，相
当于中国古代宫廷的“贵妃”。

据《每日邮报》，诗妮娜依
照皇室传统匍匐在地，低于泰
王双足，接受圣水浇灌并接过
册封文件。她当天还被授予四
块勋章，包括“泰国王冠勋章”
和“白象勋章”。泰王和王后端
坐于前，王后苏提达面无表情。

诗妮娜所获封的贵妃之位

高于王妃，泰国第一次册封贵
妃是在 1921 年拉玛六世时期，
截至目前，曼谷王朝历史上仅
册封过2次。

新贵妃现年 34 岁，曾在泰
国阿南塔·玛希敦部队医院做
过护士，之后服役于皇家卫
队。在卫队中她一开始是少
校，后被册封少将头衔。晋升
之路与泰国王后苏提达颇为相
似。

苏提达曾在泰国国际航空
担任空姐，后加入王室卫队，负
责保护当时仍为王储的哇集拉
隆功。2014 年，她升职为王储
卫队指挥官。2016年哇集拉隆
功继位后，她继续担任国王卫
队特别行动小组的指挥官，领
将军衔。

泰国民间仍存一夫多
妻现象

在 1935 年之前，泰国实行
一夫多妻制，妻子分为三种，一
种为官方妻子，是父母认可的；
另一种为次妻，名分在官方妻
子之后，是男性自己所求；还有
一种为奴妻，是购买所得。

直到拉玛五世加冕，一夫
多妻制才被废除，1935年 10月
正式生效。泰国法律自此规定

“男子和女子，任何一方拥有配
偶，两人不可结为夫妻。”因此
从法律上说，一名泰国男性的
合法妻子只有一个。

泰 国 博 客 网 站 Stickman
Bangkok 上有很多关于一夫多
妻的讨论，一名当地居民称，虽
然法律不认可，但是泰国民间
仍然有许多家庭存在一夫多妻
的情况，一些女性从经济上非
常依赖于丈夫。

社交媒体上有说法称，泰
国男性和女性比例失衡，女性
多于男性导致社会容易接受一
夫多妻。世界人口数据实时统
计 网 站 Countrymeters 显 示 ，
2019年泰国的男性和女性占总
人 口 比 例 分 别 为 49.1% 和
50.9%。实际上，男女人口差距
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泰国拉玛提波迪医院 2010
年的调查显示，在泰国，60%的
男性和 40%的女性都认为男性
娶多少妻子属于个人事务，不
涉及道德问题。

得州枪击事件枪手持AK-47进入超市。

24小时内美国连发两起重大枪击事件
美国得克萨斯州枪击案至少20人死亡

美国代顿市枪击事件至少10人死亡

白宫前抗议人群聚集要求政府严控枪支

诗妮娜匍匐在地接受册封。

泰王结婚三月后纳妃
泰国王室87年来首度承认一夫多妻 新华社德黑兰8月4日电 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日消
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在
波斯湾抓扣了一艘涉嫌油品走
私的外籍油轮。

伊通社援引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
在与伊朗司法部门协调后，于 7
月 31 日在波斯湾法尔斯岛附近
海域对这艘外籍油轮发起突袭，
并成功控制油轮。油轮上载有
70万升走私油品。

据报道，涉事船只已被转移
至伊朗港口城市布什尔，涉案油
品交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布什
尔分公司处理。

伊通社目前没有说明该油
轮的国籍等详细信息。

7 月 19 日，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抓扣
了一艘涉嫌违反国际海事法规
的英国油轮。当月早些时候，伊
朗一艘油轮在直布罗陀海峡附
近水域被英国海军扣押。

伊朗再抓扣一艘外籍油轮

菲律宾三艘船只被强风及大浪掀翻
已造成25人死亡

孟加拉国洪水已导致108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