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番鑫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年5月19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霍尔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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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向上海番鑫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番鑫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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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虞女士 联系电话：0571-86097136
上海番鑫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人：谷先生 联系电话：18521098229

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番鑫实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债务人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截止

2018年5月11日）
保证人名称 抵押物

抵押人 抵押物

1
上海堃方贸易有
限公司 4,921,560.66 4,212,861.55

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上
海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司、陈荣光、肖翠霞、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林锦华江苏省无锡市行创六路8号

2
上海华际钢铁物
资有限公司 8,857,256.48 7,550,821.21

上海堃方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林树锦、王宝梅、王木生、缪少燕、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林锦华江苏省无锡市行创六路8号

3
上海利法通经贸
发展有限公司 4,960,081.74 4,183,829.12

上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司、上海
堃方贸易有限公司、黄翠菊、彭建、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林锦华江苏省无锡市行创六路8号

4
上海踏顶贸易有
限公司 9,859,929.80 8,390,800.31

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司、上
海堃方贸易有限公司、郑瑶、黄智峰、黄锦峰、林丽华、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林锦华江苏省无锡市行创六路8号

5
上海岑玖贸易有
限公司 5,915,952.11 5,034,475.27

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
司、上海堃方贸易有限公司、林锦华、郑瑶、黄智峰、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林锦华江苏省无锡市行创六路8号

1、 南苏州路 1277 号底层客堂 11.1㎡、 底层弄堂搭
建 10.1㎡、底层后天井搭建 6.4㎡ 、天井 6.2㎡ 、底层卫
生间，公房承租人：袁健富。

2、新闸路 478 弄 50 号二层后楼 8.5㎡、底层天井搭
建 9.9㎡，公房承租人：张时琴。

3、新闸路 478 弄 32 号底后客 7.6㎡ ，公房承租人 ：

徐建根。

4、 新闸路 456 弄 6 号底后上阁 19.2㎡， 公房承租
人：王英媛。

5、成都北路 962 弄 17 号底前客上阁 8.3㎡，公房承
租人：陆汉荣。

6、新桥路 25 号二层后楼上阁 6㎡，公房承租人：王
汝祥。

7、 新闸路 458-462 号二前上阁 24.3㎡， 公房承租

人：任益和。

8、成都北路 696 弄 5 号底层客堂 13.6㎡、二层亭子
间 7.4㎡，公房承租人：石磊。

9、新昌路 345 弄 4 号底东灶 6.5㎡ 、内阁 2.5㎡，公
房承租人：陈克聚。

10、新昌路 345 弄 38 号底前客 7.1㎡，公房承租人：

黄藕娣。

11、新昌路 295 弄 56 号底层弄搭 3㎡、二层弄搭 8.5

㎡、三层弄搭 4.3㎡，公房承租人：蔡增美。

12、 北京西路 318 弄 7 号二后厢 11.8㎡， 公房承租
人：王惠珍。

联系人：沈先生，电话：63277945

公房管理单位：上海端正公房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7日

公 告
黄浦区 1、7 街坊地块房屋征收范围（旧城区改建范围）已由黄浦区人民政府确定。 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规

定，请下列公房承租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前与上海端正公房管理有限公司南
京东路街道物业服务中心接待窗口联系（地址：定兴路 8 号）。 逾期将视作无合法的房屋租赁人，公房管理单位将依法
终止房屋租赁关系并收回出租公房，对房屋内的物品将视作废弃物进行处理。

美频频“退群”破坏国际战略稳定
再次扬言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北约盟友却被蒙在鼓里

时隔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

21日再提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正如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所

言，“美国每隔半年就会抛出一个新的

解释，为自己的行为做舆论准备，但是

并未真正打算协商解决问题。 ”

果然，截至5月25日，美方仍未就

“退约”一事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

33个缔约国正式提起任何形式的协

商。 “只挑起问题却不着手解决”的态

度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更是对

国际战略稳定的挑战。

美俄互打 “口水仗 ”

已成外交常态

自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以来，与

俄罗斯在国际战略安全领域互打 “口

水仗”已成常态。以俄罗斯为谴责对象

威胁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也不是第一

次。 去年10月，美国就曾以“俄罗斯利

用条约进行不当侦察、 侦察机违反条

约规定在华盛顿上空低空飞跃、 使用

超出条约规定的侦察设备” 等理由要

求退约， 只不过那次还是以美媒爆料

为主，白宫方面三缄其口，欲说还休。

但是这次特朗普直接点名俄罗

斯，称“虽与俄罗斯关系非常好，但因

俄方未遵守条约，美国将退出”。 随后

将一份正式照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

发予俄罗斯外交部。

为了给特朗普“退约”做注，连日

来， 美国多位外交和安全领域人士批

评俄罗斯在《开放天空条约》下“胡作

非为”。5月24日，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奥布莱恩称， 俄一度拒美依据该

条约侦察俄 “飞地” 加里宁格勒的要

求，因为那里藏着“俄罗斯封闭的军事

基地”，而“加里宁格勒就是俄罗斯插

入欧洲心脏的一把匕首”；又如美国政

府怀疑俄方将《开放天空条约》内的飞

行器用作制导武器窥测美国军情等。

对此， 俄方的回应也一如既往地

“以牙还牙”，并带上特有的“俄式冷幽

默”。在加里宁格勒被“非议”后，该州州长

阿拉汉诺夫认为奥布莱恩“肤浅”且“浅

薄”，甚至“连地理知识都不及格”。 他表

示，加里宁格勒的旅游业以每年20%的速

度在增长，美国人却因自己不来就想当然

地认为这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更

是直言 “美方揣测俄罗斯利用飞行器制

导” 的言论引得他和同僚们哈哈大笑，

“因为根据条约，侦察飞机上携带的观察

设备都有定例， 而且被观察国的代表还

陪同在旁，更不用说，美国也以同样规格

在俄方上空侦察了很多年”。

如此种种， 俄美之间这样的 “口水

仗”虽然逐渐演变成外交常态，但是，《开

放天空条约》本身也在这样的“戏谑”外

交中逐渐式微。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在芬兰首

都赫尔辛基签署、2002年生效。 目前条约

缔约国共34个，包括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

成员国。 在执行“开放天空”飞行时，飞行

路线须事先经双方协商， 执行侦察的飞

机上也必须搭乘被侦察国的军方人员。

无视盟友，特朗普一路“退群”

按照程序， 特朗普宣布 “退约” 之

后， 条约存放国匈牙利和加拿大应在30

至60天内召开会议审议有关美国退出的

后果。

尽管缔约国还在消化该消息，美国的

北约盟友们已要求特朗普“收回成命”。因

为随着各国侦察技术的进步，依靠飞机对

对方国土实施侦察的实际意义已不大，且

用于侦察的飞行航线由双方协商拟定，沿

途军用设施也提前做了反侦察准备。 因

而， 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天空条约》的

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象征着缔约国

之间的战略互信和军事透明。

美国多名高级军官认为， 仅这一纸

象征性协议， 特朗普政府都未跟北约盟

友提前打招呼就扬言退出， 这种行为本

身是对北约盟友的“背叛”，置欧洲的战

略稳定于不顾。更何况，从欧洲的消息面

来看，即使美国退约，欧洲仍将维持条

约不至于瓦解， 这一信息的背后也表

明美国在自毁信誉的路上越走越远。

虽然特朗普的行为向来以不可预

测著称， 但在国际战略安全领域却是

一以贯之的， 即打破冷战以来被施加

的战略束缚， 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

俄罗斯、中国，甚至欧洲盟友们重新建

立一套新的国际战略体系， 以这样的

方式彰显 “美国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

国”的战略地位。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

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中导条约》

也好，《开放天空条约》也好，特朗普一

路破坏现有安全体系， 这个过程尚未

结束， 如无意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将是下一个落地的“靴子”，但也是

国际战略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战以后国际战略体系得以建立

的本质是“克制”的美德，即在历史的

教训中克制人类黩武的性格， 如今凭

借这一智慧建立的安全体系正在受到

最严峻的挑战。

美国总统

特朗普21日在

白宫指责俄罗

斯违反 《开放

天空条约》，称

这是美方退约

的原因。 图为

特朗普当日在

华盛顿向记者

讲话。

4华社发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本报记者 吴 姝

■本报记者 刘 畅

国际 公告见习编辑/沈钦韩

中国扩大开放提振世界经济信心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就扩大对外开放表明立场进行部署，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在疫情带来严重冲击背景下———

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面

对外部环境变化， 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

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在新冠疫情

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背景下， 中国

表明扩大开放的坚定立场并进一步作出

具体安排，有助于提振世界经济的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

济将萎缩3%， 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

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新冠疫情导致

人员资本等流动受阻， 全球供应链产业

链受损， 国际贸易大幅削减， 开放贸易

体系受到冲击， 民粹主义、 保护主义有

所抬头。 有人借此鼓噪产业链回迁乃至

经济 “脱钩”， 引发关于经济全球化逆

转的忧虑。

全球化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潮流。此次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中国基于对世界潮

流的理解和自身发展实践的总结， 扩大

开放而不固步自封， 积极合作而非独善

其身，显示出开放合作的信心和定力。非

常时期， 中国还携手各国以发展实效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疫情压力之下， 中国优化营商环境

的进度从未停滞。 中国不断加大国家级

经开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示范

区的开放力度，加强对外商企业的服务，

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 指导地

方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

切实做好服务以及外资促进、 保护等各

项工作。

疫情压力之下， 中国开放资本市场

的速度正在加快。日前，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制度在实施近18年后， 投资额度限

制正式取消， 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

放。 全球最大指数公司MSCI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亨利·费尔南德斯说，未来10年将

是中国金融体系加快开放、 纳入全球体

系的10年。

尽管有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直接

投资净流入达149亿美元，体现外国投资

者在华投资兴业的长期意愿。 随着疫情

缓解 ， 今年4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703.6亿元，同比增长11.8%。 此外，外资

控股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华密集开

业，一批跨国公司挺进中国市场，一些重

大外资项目在中国陆续上马， 中国市场

魅力依旧。

疫情压力之下， 中国疏通全球贸易

的力度前所未有。受疫情影响，目前全球

已有300多场国际展会延期或取消。成功

举办两届之后，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企业商业展招

展工作正进入冲刺阶段， 签约企业已超

过1400家， 签约展览面积超过规划面积

的80%。全力办好第三届进博会、为各界

搭建经贸务实合作平台， 体现了中国推

动经济全球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坚定立场，对加快全球经济恢复增长、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工作报告从促进外贸基本稳

定、积极利用外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几

个方面，就推进对外开放进行了部署。海

外人士普遍给与好评， 认为一个不断扩

大开放的中国， 将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

所长彼得·德赖斯代尔的看法就很有代

表性。 他说：“中国致力于营造开放公平

的市场环境， 这将有利于提升投资者信

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

4华社记者
（据4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确诊后仍违反禁足令，英首相高级顾问陷舆论漩涡

在英国政府实施 “封城令” 期间，

首相约翰逊的高级顾问卡明斯在出现感

染新冠病毒症状后擅自离开首都伦敦，

前往400公里外的英格兰北部城市达勒

姆， 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对此， 卡明斯

25日表示， 他不会辞职， 因为他没有做

任何错事。

25日晚些时候， 约翰逊在唐宁街10

号首相府召开的记者会上， 也就卡明斯

出城引发的争议表现出对他的维护。 不

少英国媒体都使用了“孤注一掷”一词形

容约翰逊为卡明斯辩护的行为。

3月31日，卡明斯在确诊感染了新冠

病毒且妻子也出现相关症状之时， 涉嫌

违反英国政府颁布的封锁措施， 带着他

患有自闭症的4岁幼儿， 驱车400公里从

伦敦前往父母在达勒姆的家中。

该事件最早在上周五由 《卫报》和

《每日镜报》联合爆料，并在头版头条登

出卡明斯背着双肩包、 慌张跑出唐宁街

10号的照片。 这一事件在上周末不断发

酵，成为英国国内的热点话题，一时间让

卡明斯辞职的呼声高涨。

对此，5月24日， 约翰逊在首相府与

卡明斯促膝长谈，据悉，谈话进行了数小

时。 约翰逊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提及卡

明斯引发的争议时称 ，“我真心不认为

（唐宁街）10号里的任何人曾经做出破坏

我们（封锁）倡议的事情”。

另外， 英国媒体报道， 卡明斯从达

勒姆返回伦敦前， 还曾开车前往巴纳德

堡， 并非一直待在父母家中。

25日下午，卡明斯出席长达1小时的

记者会，并未作出道歉和表示悔意。卡明

斯解释称， 感染新冠病毒影响了他的视

力，那是一次“试车”，旨在确保他能够开

车从达勒姆回伦敦。 而其它时候他一直

都在父母家中隔离。

卡明斯多次打破规则的行为引起了

保守党内的动荡，9名保守党议员公开呼

吁卡明斯辞职。保守党议员霍尔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写道：“鉴于卡明斯对政府声誉

所造成的损害，他必须考虑自身职位。 ”

卡明斯并不是第一位违反政府规定

的高官， 但他是第一位得到首相力挺的

官员。此前，苏格兰首席医疗官考尔德伍

德一面呼吁民众待在家中， 一面却和家

人两度前往另一处住所。消息曝光后，考

尔德伍德于4月初主动辞职。政府科学顾

问弗格森是另一位“下马”的官员，他被

曝出在自我隔离期间多次与女友见面，

于是在5月初主动辞职。

约翰逊拒绝解雇卡明斯， 他为卡明

斯的 “特别辩护” 被媒体称为一场 “押

注”，分析认为约翰逊将其政治声誉押在

了卡明斯身上。 据YouGov网站民调数据

显示，其中52%认为卡明斯该辞职，只有

28%的人认为没有必要。

多家媒体报道，得到首相的多番“维

护”，卡明斯对约翰逊的重要性凸显。

现年48岁的卡明斯是英国政坛上毁

誉参半的人物。 卡明斯和约翰逊同样毕

业于牛津大学， 前者修读古代和现代历

史。 卡明斯被认为是英国2016年公投中

“脱欧”阵营的重要推动者。 约翰逊出任

首相后，卡明斯也被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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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专家热议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取得积极成果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日前发

表论文， 介绍了中国团队开发的一种新

冠病毒候选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的积极结

果。 这项关于新冠疫苗研发的阶段性成

果引发美英等国科学家好评。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传

染病系主任罗伯特·斯库利对新华社记

者说， 接种3种不同剂量候选疫苗的志

愿者都产生了针对新冠病毒的中和抗体

和T细胞免疫应答， 同时显示了很好的

耐受性； 接种后28天内， 大多数人体内

中和抗体增加了4倍以上 ， 这一结果

“令人鼓舞”。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免疫学教授丹尼

尔·奥尔特曼表示，这是报告新冠病毒疫

苗临床试验结果的第一篇论文， 疫苗诱

导产生了与接种剂量相关的中和抗体应

答， 志愿者也没有严重不良反应， 所以

“开端很好”，试验结果“相当令人欣慰”。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教授斯坦利·珀尔曼说：“中国团队的临

床试验结果给国际社会传递了积极信

息， 那就是这种疫苗可能对预防新冠病

毒感染有效，这对疫情防控非常重要。 ”

这项临床试验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

和江苏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朱凤才教授等

人领衔的团队开展， 试验使用的疫苗是

一种重组腺病毒载体新冠病毒疫苗，采

用经过改造后无害的5型腺病毒作为载

体， 向人体内输送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基

因。参与试验的108名成年志愿者年龄在

18岁至60岁间， 被分成不同组别接种了

不同剂量的疫苗。

陈薇在《柳叶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

出，要谨慎对待相关成果，开发新冠病毒

疫苗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并且能够

引发免疫应答并不一定意味着疫苗能够

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最新成果

“展示了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很好前景，

但我们离这种疫苗达到让所有人使用的

阶段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对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前景， 专家们

同样持谨慎态度， 指出其一大挑战是如

何克服“预存免疫”，且仍需开展进一步

临床试验来验证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的有效性。

据介绍， 多数人成长过程中曾感染

过5型腺病毒，体内可能存在抗体攻击疫

苗载体，降低疫苗的效果，这就是“预存

免疫”。斯库利说，数据显示，腺病毒预存

抗体水平较高的志愿者接种疫苗后对新

冠病毒感染的免疫反应相对较弱， 这种

局限性在其他腺病毒载体疫苗中普遍存

在。如果5型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激发的

免疫力下降速度较快， 则有必要每隔两

年重新接种一次， 很可能还要研发其他

型腺病毒为载体的新冠疫苗作为再次接

种的备选疫苗。

专家们还强调， 加强国际合作对于

加快新冠疫苗攻关至关重要。 据世界卫

生组织统计， 目前全球正在研发的候选

疫苗超过120种。

奥尔特曼强调， 不应将新冠疫苗研

发视作一场竞赛。 如果冷静评估各种候

选疫苗的优势以及弱项， 就有可能找到

最佳方案。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尽

最大努力开展国际合作。 现在有很多关

于年底前能否开始生产疫苗的争论，各

方压力很大，但“我们所有人应清醒地知

道， 我们需要的是安全有效性得到验证

和认可的疫苗”。

4华社记者
（据4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4华社莫斯科5月26日电 （记者鲁
金博）俄罗斯总统普京26日说，俄罗斯将

于6月24日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

年阅兵式。

普京当天与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视

频会议后对媒体说， 他指示国防部开始

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准备纪念卫国战争

胜利75周年阅兵工作。

普京说， 阅兵式日期定于6月24日。

1945年这一天，苏联红军在莫斯科红场举

行了胜利大阅兵。对于配合胜利日阅兵的

“不朽军团”大规模游行，普京建议，如安

全条件允许可在7月最后一个周日的海军

节举行，如条件不允许则继续延期。

普京还表示， 他了解的专家意见认

为俄罗斯疫情高峰已过去。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26日消息，过

去24小时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8915例，

累计确诊362342例。

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节

日之一。1945年5月8日午夜，纳粹德国在

柏林郊区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

投降书。 此时，苏联已是5月9日凌晨。 苏

联将5月9日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苏

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沿袭了这一传统。

1995年，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有关

永久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的法令， 规定

每年5月9日为全民性节日。每年这一天，

俄罗斯都要举行阅兵式。今年，受新冠疫

情影响，俄罗斯不得不推迟原定计划。

首艘伊朗油轮抵达委内瑞拉港口
不顾美国警告和制裁

5月25日，一艘名为“财富”号的伊

朗油轮抵达委内瑞拉， 给因美国制裁

而处于“油荒”之中的马杜罗政府带来

了难得的国际支持。

《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伊朗将于

近期抵达委内瑞拉的5艘油轮中的第

一艘。这些油轮将把约153万桶汽油和

相关化学制剂运到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能源部长艾萨米当天在

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埃尔巴利托港迎接“财

富”号油轮，随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传

油轮抵达的照片。他写道：“我们继续前进

并取得胜利! ”他同时批评美国政府的制

裁：“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世界大国像超级

警察一样行事。”委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财

富”号驶过加勒比海水域的画面。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4日通过推特

向伊朗政府表示感谢。 马杜罗称委内瑞

拉多座炼油厂将使用伊朗油轮运来的汽

油和化学制剂生产汽油，“委内瑞拉和伊

朗都向往和平，有权自由贸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25日

批评这一行动，称马杜罗政府是“犯罪组

织”，将非法获取的黄金用来购买伊朗能

源。美国政府4月起以“禁毒”为名派遣军

舰在委内瑞拉附近加勒比海域巡逻。 美

国官员之前警告称， 有可能在现有的针

对委内瑞拉及伊朗能源行业的制裁措施

之外采取新行动， 以遏制这两个国家之

间的贸易往来。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

府担心与伊朗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

级，不打算使用武力拦截这些油轮。

伊朗油轮运载的汽油可以满足委

内瑞拉大约两周的需求。尽管委内瑞拉

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石油储量，但作为其

经济命脉的能源行业已经在长达7年的

经济萧条中衰落。委石油产量已从10年

前的每天300万桶下降至每天60万桶。

美国2018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并全面恢复对伊制裁， 试图封杀

伊朗原油出口。 委内瑞拉同样受到美

方制裁。 美国地缘政治咨询公司欧亚

集团分析师塔尔戈表示， 委伊能源交

易凸显了两国经济与政治目标的逐渐

接近， 以及美国阻挠两国关系的选择

越来越有限。 华盛顿因新冠疫情而分

散精力，除了军事干预外，美国几无其

他选项。 （本报华盛顿5月26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