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下退约“最后通牒”
俄着眼“后中导时代”？

我国将对知识产权领域
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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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刁大明：

美方抛出“最后通牒”并
不令人意外。美国国会中期
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就曾威

胁退出《中导条约》，只是当
时未拿出明确时间表。只不
过，此次“放话”可能意味着
退约程序的启动。

退约是特朗普政府的长
期战略考虑，并非短期战术策

略。从国内政治层面看，退约
符合特朗普背后共和党保守派
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长期诉求和
一贯主张。退约带来的“自我
松绑”，有助保持美国军事实力
的绝对领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日
说，除非俄罗斯恢复全面履
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
在60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
义务。俄罗斯方面则回应
说，俄方一直坚定履约，美方
对此很清楚。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抛
出“最后通牒”并不意外，俄
方也可能已有心理准备和应
对预案。“后中导时代”一旦
来临，不仅将扰动欧洲安全
格局，更将危及国际军备控
制和战略稳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4 日
在布鲁塞尔说，除非俄罗斯
恢复全面履行《中导条约》，
否则美国将在 60 天后暂停
履行该条约义务。

蓬佩奥当天在布鲁塞尔
参加北约外长会期间表示，
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
除非俄重新“完全、可验证
地”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

国将自 12 月 4 日起 60 天后
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在这
60天里，美国不会生产、试验
或部署条约所禁止的导弹。

蓬佩奥说，俄方研制的
SSC-8（俄方称 9M729）型陆
基巡航导弹对美国及其盟友
的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没有必
要继续遵守一项限制其自身
应对俄违约行为能力的条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 4 日说，北约成员国一致
认 为 俄 方 研 制 SSC-8 型 陆
基巡航导弹违反了《中导条
约》。

针对美方 4 日的表态，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娃当天表示，俄罗斯一直坚
定不移地履行《中导条约》，

“这点美方一直很清楚”。

12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席
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美国或将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

深度分析

退约是特朗普政府的长期战略考虑

据新华社伦敦12月4
日电 英国议会下院 4 日通
过一项决议，指责政府藐视
议会，要求政府立刻公布“脱
欧”协议的全部法律建议。

议 会 下 院 以 311 票 支
持、293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
这一决议，这是英国历史上
首 次 出 现 议 会 判 定 政 府 藐
视议会。随后下院又以 321
票对 299 票的结果赋予议会
权力，一旦首相特雷莎·梅
的英国“脱欧”协议被议会
否决，议会将有权投票决定

其他选择。
保守党议会下院领袖安

德烈娅·利德索姆表示，鉴于
议员的投票结果，英国政府
将公布特雷莎·梅的英国“脱
欧”协议的全面法律建议。

应工党要求，议会下院
11 月中旬表决通过一项具
有约束力的提案，要求英国
检察总长杰弗里·考克斯在
政府提请议会审议“脱欧”协
议时，公开“脱欧”协议的“全
部法律建议”。

议会下院从 4 日起就英

国“ 脱 欧 ”协 议 开 展 为 期 5
天、每天 8 小时的辩论，并将
于 11日对其进行投票表决。

特雷莎·梅当天在议会
发言时坚称，她上周和欧盟
达成的“脱欧”协议是议会的
唯一选择，呼吁议员团结一
致支持这一协议。

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领
袖杰里米·科尔宾表示，首相
的脱欧协议“将使英国形势
陷入恶化”。他要求特雷莎·
梅政府辞职，并呼吁提前举
行大选。

英国议会下院要求政府公布
“脱欧”协议全部法律建议

新华社北京 12月 5日电
记者 5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我国将对知识产权（专利）
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
戒。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联合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知识
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
包括重复专利侵权行为、不依法
执行行为、专利代理严重违法行
为、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挂靠行
为、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提供
虚假文件行为等。

根据通知，国家知识产权局
采取的惩戒措施包括加大监管
力度，依法从重处罚违法行为；

取消进入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和快速维权中心的专利快速授
权确权、快速维权通道资格；取
消申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优
势企业资格等。跨部门联合惩
戒措施包括限制政府性资金支
持，限制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
资金支持，依法限制其作为供应
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失信情况
记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及互联网征信系统，依法对申请
发行企业债券不予受理等。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多部门近日还签署合作备忘录，
对政府采购领域严重违法失信
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据新华社天津 12月 5日
电 记者 5 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
中心天津分中心和多家互联网
安全机构获悉，12 月 1 日前后，
一种新型的勒索病毒在国内开
始传播，该勒索病毒要求受害者
使用“微信支付”支付赎金。病
毒制作者利用 github、CSDN、豆
瓣、简书、QQ 空间等网站页面
作为下发指令的 C&C 服务器，
加密受害者文件并勒索赎金，同
时窃取支付宝等软件密码。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
分中心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采
用“供应链感染”方式进行传播，

通过论坛传播植入病毒的“易语
言”编程软件，进而植入各开发
者开发的软件，传播勒索病毒。
同时，该病毒还窃取用户的账号
密码。

该勒索病毒在感染用户计
算机后不会勒索比特币，而是弹
出微信支付二维码，要求受感染
用户使用微信支付 110 元，从而
获得解密密钥，这也是国内首次
出现要求使用微信支付的勒索
病毒。目前，微信运营商判定该
支付二维码存在违规行为，并表
示已无法通过扫描二维码支付
赎金解密。

一种新型勒索病毒已开始传播
安全专家建议采取五种措施应对

一、安装并及时更新杀毒软件，
目前市场主流反病毒软件都已支持
针对该勒索病毒的防护与查杀。

二、不要轻易打开来源不明
的软件，该勒索病毒通过易语言
编写的程序传播，减少使用来源
不明的软件可有效预防。

三、如已经感染勒索病毒，
可使用相关解密工具尝试解
密。目前，许多公司已经针对该

勒索病毒开发了解密工具，包括
火绒Bcrypt专用解密工具、腾讯
电脑管家“文档守护者”、360安
全卫士“360解密大师”等。

四、已感染勒索病毒的用
户，在清除病毒后，尽快修改淘
宝、天猫、支付宝、QQ等敏感平
台的密码。

五、定期在不同的存储介质
上备份计算机中的重要文件。

采取五种措施进行防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俄罗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宇：

美俄先前各执一词，多

次 指 责 对 方 违 反《中 导 条
约》，今后也不太可能妥协退
让。美方这次“最后通牒”是
为正式退约找借口，俄方早
有预判和准备，也并未“奢

望”条约续存。《中导条约》本
已“千疮百孔”，美俄如今又
缺乏重谈意愿，增添了条约
被废弃的可能。

据新华社

新华社澳门 12月 5日电
澳门特区政府《公报》5 日刊登
建设发展办公室的公告，招标兴
建第四条澳氹跨海大桥，最长工
期连同设计共 1440 个工作日，
2019年 2月 27日截标。

澳氹第四条跨海大桥全长
约 3.5 公里，主要连接新城 A 区
及氹仔北安对开的新城 E1 区，
以及珠澳人工岛澳门口岸区，包
含大桥通航孔桥两座、枢纽互通

一座，按双向 6 车道城市快速路
标准建设。

公 告 表 示 ，第 四 条 澳 氹 跨
海大桥项目的实施对于进一步
加强澳门半岛与氹仔的交通联
系、方便居民出行具有重要意
义。

澳门半岛和氹仔之间先后
已建成通车三条跨海大桥，分别
是澳氹大桥、友谊大桥和西湾大
桥。

澳门第四条澳氹跨海大桥
开始招标兴建
该桥全长约3.5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