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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联合协调中心发表声明称

珀斯以南近海发现疑似物体
新华社澳大利亚珀斯 4 月 23 日电

（记者王小舒 徐海静）澳大利亚搜寻马
航 370 航班联合协调中心 23 日下午发
表声明说，西澳大利亚警察部门报告在
奥古斯塔以东 10 公里处发现被冲刷向
岸边的疑似物体，并已将照片送往澳大
利亚交通安全局进行分析， 以确认其是

否与马航 370航班有关。
奥古斯塔位于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

斯以南。 根据联合协调中心最新消息，
该物体被发现时位于奥古斯塔以东 10
公里处，被海浪冲向陆地方向。 西澳大
利亚警方已打捞出物体，并将照片送往
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分析， 以确定其是

否与马航 370 航班有关，以及是否需要
做进一步物理分析。 联合协调中心说，
他们同时把照片提供给马来西亚方面的
国际调查团队。

当地《西澳大利亚人报》援引澳大
利亚交通安全局发言人的话说，那块疑
似碎片可能与马航失联客机存在关联

性，“令人关注”。 报道还把碎片描述为
“明显的飞机残骸”。

但联合协调中心在声明中强调，目
前没有进一步的信息能够表明其与马
航 370 航班有关联，一切尚需等待分析
结果。

针对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引述

匿名消息源报道称调查组会考虑飞机没
有“终结”于南印度洋而是降落在某地
的可能性， 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希沙
姆丁对此予以否认。 他说， 起初有关飞
机着陆的猜测已被证明为不实，“我们
会一如既往，跟进任何线索，但只有在核
实确证后才能宣布”。

“法治国家联盟”有望领先
较之 2010 年的议会选举， 唯一保

留下来的重要联盟只有现任总理马利基
领导的以什叶派为主的 “法治国家联
盟”， 但该联盟也有部分成员投靠其他
党团或自行参选。 “法治国家联盟”在
上届选举中获得 89 席，排名第二，但它
随后利用宪法的模糊之处和其他派别联
合组成大阵营，反超排名第一的“伊拉
克名单”，成功推举总理并组阁。 分析人

士认为，“法治国家联盟”有望在本次选
举中领先，但无法获得绝对多数，必须要
与其他政党联合才可能继续执政。

在 2010年帮了“法治国家联盟”一
把的什叶派另一主要参选联盟“伊拉克全
国联盟”已经解散，其重要人物这次纷纷
“单飞”： 什叶派重要政党伊拉克伊斯兰
最高委员会主席哈基姆领导 20个政治实
体组成“公民联盟”参选；什叶派政治人

物萨德尔宣布停止政治活动，但奉行萨德
尔运动思想主张的“自由者联盟”仍积极
参选；前总理贾法里带领 7个政治实体组
成“国家改革联盟”参选。

在上次选举中， 得到逊尼派广泛支
持的世俗化政党联盟“伊拉克名单”虽
然领先，但未能组建政府，其领导人、前
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被边缘化。 该阵营
这次也分崩离析：议长努杰菲领导由 13
个政治实体组成的逊尼派“联合改革联
盟”参选，副总理穆特拉克带领由 9 个

政治实体组成的逊尼派 “阿拉伯人联
盟”参选，阿拉维领导包含 15 个政治实
体的跨教派竞选联盟“国家联盟”参选。

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方面， 由自
治区主席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斯坦民
主党和由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领导的库
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两大执政党不再组成
竞选联盟，而是单独参选。 此外，参选的
政治实体中有不少是实力不弱的地方性
党派。 记者梁有昶 张淑惠

（据新华社巴格达 4 月 23 日电）

巴总统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延长和谈的条件

巴以和谈 雾里看花
巴方：责任在以方

本轮巴以和谈在美国的推动下于
去年 7 月底重新启动， 并将于今年 4
月 29 日结束。 由于以色列未能按和谈
初达成的协议释放最后一批被关押的
巴勒斯坦人， 而巴方则单方面宣布申
请加入 15 个国际条约，和谈在本月初
陷入危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成员瓦西
勒·阿布·优素福认为， 巴以和谈陷入僵
局的责任在于以方。

优素福说，自去年 12 月起，本轮和
谈的主要发起者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放
弃了在和谈规定的 9个月内推动实现全
面和解的目标， 转而寻求巴以双方达成

一份框架性协议， 并延长和谈时间至
2014 年年底。

然而，多项民调显示，巴勒斯坦社会
普遍反对延长和谈。 即使在巴解组织内
部， 也有不少官员对延长和谈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持怀疑态度。 因此， 巴政府在
是否同意延长和谈这个问题上受到很大
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仍然继续推
行定居点扩建项目， 并拒绝按照协议释

放最后一批巴在押人员， 这一切迫使巴
方不得不采取申请加入 15 个国际条约
的行动。

优素福指出， 巴以双方在对待和谈
的态度上有极大差异。 以方试图把谈判
内容限定在原则性问题上， 比如要求巴
方承认以色列的犹太国属性等， 而不是
去解决包括边境划定、安全部署、水资源
使用权划分等实质性问题。

以方：无妥协意愿
本轮和谈自恢复之初就一直对外界

保持着低调姿态， 和谈双方对谈判的具
体内容始终讳莫如深。 不过，据以色列
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和谈问题专家
施罗姆·布罗姆分析，和谈焦点还是集中
在犹太人定居点、 巴勒斯坦难民和耶路

撒冷地位这三大问题上。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以色列在这些

问题上丝毫没有退让的姿态，反而在和谈
启动后多次批准实施定居点扩建计划，还
拒绝释放最后一批巴在押人员。即便如此，
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仍不断指责称以政府

在单方面为维持和谈做出牺牲，而并未得
到来自巴勒斯坦方面的积极回应。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东问题
专家哈立德·金迪认为，以色列定居点项
目所取得的成功， 加上不需要为维持现
状付出任何代价，使得以色列没有动机
去采取实现两国解决方案需要的举措，
比如分割耶路撒冷，或从约旦河西岸撤

出数以万计的定居者。 “这一成功在以
色列现政府内部引发了妄自尊大感，一
些成员公开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 或感
觉足够胆壮而积极破坏谈判，”金迪说。

对于巴以双方来讲，能够同意延长本
轮和谈的最后期限已经成为可以预见的
最好结果。 然而，以色列恐怕很难为将巴
勒斯坦继续留在谈判桌前而做出让步。

美方：难以施压
美国是巴以之间的主要调解人，但

也正是由于美国过多考虑本国政治因
素，不敢对以色列真正施加压力，达成协
议也就成了空想。

“美国官员可能认为他们为限制以
色列扩建定居点付出了诸多努力， 但现
实是定居点项目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
旺发展。 实际上，2013 年以色列定居点

建设的速度比 2012 年翻了一番还不
止，”金迪说。

巴以和谈难以取得进展的根源在
于双方力量的严重不平衡。 但是，美国
又难以施压使以色列真正冻结定居点
建设，也未能推动法塔赫与哈马斯实现

和解以加强巴勒斯坦的影响力。
“只要美国拒绝采取实际步骤应

对以色列定居点和双方力量不平衡等
现实问题， 任何谈判进程都注定失
败，”金迪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

结束对乌克兰为期两天的访问

拜登之行 蜻蜓点水
力图传递四条信息

分析人士指出， 拜登借此行力图向
乌克兰和国际社会传递四条信息：

首先， 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领土完
整的立场。 拜登明确表示，美国永远都

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
领”，将会为一个统一的乌克兰而努力。

其次， 想要表明将对乌克兰进行有
条件的全面支持。 拜登宣布了安全领域

的援助金额、能源领域的援助计划、政治
领域的具体做法。相应的，拜登也没有忘
记提醒乌克兰当局， 要想得到美国的援
助，必须坚持走“通向真正民主之路”。

再者， 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西方
国家向乌克兰伸以援手。

最后， 意在用其对乌克兰的坚定
支持来遏制俄罗斯的行动。 美国认为
俄与乌东部地区的混乱局势有关，拜
登因此警告说， 如果俄继续支持乌东
部地区的武装分子， 它将在国际上
“更加孤立”。

难以缓解乌东乱局
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盟 17 日

在日内瓦举行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各
方就恢复乌国内安全稳定达成协议，内
容包括解除所有非法武装组织的武装、
要求人们从非法占据的建筑物中撤出、

主动上缴武器者应获特赦等。 然而，乌
东部地区亲俄势力要么拒绝该协议，要
么提出放下武器的种种条件。 抗议者甚
至坚持要求就乌克兰实行联邦制和给俄
语官方语言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分析人士认为， 有俄罗斯同意的四
方协议尚无法缓和乌东部局势和亲俄势
力的立场， 拜登的一次访问和表态显然
更难有实际作用。

当前， 乌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
十分严峻。 虽然当局自本月 14 日起在
该地区开展了有军队参加的行动试图控

制局势， 但迄今军警协作也仅仅夺回了
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场。 十余个城市的政
府、议会、警察局、安全局等机构办公楼
仍被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占领。 自从乌军
方的 6辆装甲车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落
入亲俄武装人员手中后， 再无军队进入
市区的消息。

化解危机关键何在
分析人士认为， 要化解乌东部地区

危机，需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入手。
首先， 乌克兰和俄罗斯要消除相互

间的敌意，增加互信，开展坦诚的对话和
密切的合作。

一段时间以来，乌官方不断指责俄派
遣特种部队和特工进入乌东部地区，在那

里制造骚乱，带头占领地方当局办公楼，鼓
动分离主义分子，企图肢解乌克兰。

俄一方面坚决否认， 另一方面指责
乌当局支持右翼非法武装和武力镇压本
国平民，并称这是犯罪行为。乌俄两国官
方的严重对立和对抗对乌东部地区局势
产生了消极影响， 双方的支持者不断发

生冲突并出现人员伤亡。
更为重要的是， 乌克兰的乱局反映

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博弈。 只
有摒弃冷战思维， 乌克兰国内矛盾才有
化解的条件。

国内方面，有分析人士认为，乌当局
可与东部地区亲俄抗议者对话， 倾听他
们的诉求，满足其要求的合理部分。

由于把东部亲俄抗议者定性为“恐

怖分子”和“分离主义者”，乌克兰当局
迄今拒绝同他们接触和对话。 代行总统
职务的乌克兰议长图尔奇诺夫 22 日要
求军队和警方恢复在东部地区的“反恐
行动”，更表明乌当局无意退让。

东部抗议者则对这种定位极为不
满，坚定认为基辅当局是非法政权，坚持
自己的政治要求毫不让步。 记者张志强

（新华社基辅 4 月 22 日电）

在本轮巴以和谈最后
期限即将到来之际， 巴勒斯坦总统
阿巴斯 22 日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延
长和谈的条件。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看来，巴以
双方在本轮和谈余下的几天时间里
已不太可能达成实质性协议。 这主要
是由于以方在做出妥协、达成和解方
面缺乏动力，而巴方则面临内部的压
力。 与此同时，作为主要调解人的美
国也因为国内政治等因素而不愿对
以方施加足够压力，导致和谈难有

结果。

美国副总统拜登 22
日结束了对乌克兰为期两天的访
问，其间会见了乌克兰代行总统职务
的议长、总理、议会各党派代表和社
会各界代表。 拜登在会见中一再强调
美国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和走民主化
道路的坚定支持， 表示美国将在政
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向乌克兰提供
帮助，同时也没忘记向俄罗斯发出威
胁。 然而，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高
度紧张的情况下，拜登此访难以改

变乌克兰局势。

巴以局势

乌克兰局势

伊拉克局势 美军撤离后伊拉克首次大选月底举行

群雄逐鹿 扑朔迷离
选举形式发生变化

这是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的第
三次议会选举，也是 2011 年年底美军
撤离后伊拉克举行的首次大选。 包括

政党、 政治联盟和独立候选人在内的
近 280 个政治实体、共 9000 多名候选
人将角逐下届议会的 328 个席位。

根据伊拉克宪法， 议会按照三分之
二多数原则选举产生总统，再由总统指
派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的党团领导人
组建政府。 依据 2010 年最高法院的司
法解释和随后的实践先例，有组阁权的

所谓“最大党团”可以是选举结果出来
后再重新组成的新联盟。 因此很多政党
都倾向于组建选民基础较为统一的核心
竞选联盟，或者干脆单独参选，不再急于
在投票前就组建较为松散的大联盟。

俄罗斯驱逐
一加拿大外交官

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 22 日决定驱逐一名加
拿大驻俄罗斯外交官， 以报复加拿大先前因乌克
兰问题驱逐一名俄罗斯外交官。

俄塔社援引俄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加拿大驻俄罗斯使馆一等秘书玛加丽塔·阿塔纳
索夫 22日遭到驱逐，她必须在 14天内离境。

这名消息人士说，这一决定是回应加拿大先前
驱逐俄罗斯驻渥太华助理武官尤里·贝泽勒中校。

这名消息人士还谴责加拿大在乌克兰问题上
持“反俄罗斯立场”。

《渥太华公民报》和其他媒体报道，加拿大本
月早些时候宣布贝泽勒为不受欢迎的人， 要求他
在两周内离境。

奥巴马会见安倍晋三
4月 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在日本东京的一家餐馆前握手。
当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

三天的国事访问。 新华社 /法新

这张摄于 2014 年 4 月 6 日的照片显示，一
名小观众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机场开放日上参观
F-35模型机驾驶舱。

4月 23日，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宣布，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同意再购买 58 架 F-35 联合
攻击战斗机，总价值 124亿澳元（约合人民币 719
亿元），成为澳大利亚史上最大军购。 新华社发

澳斥巨资购买
58架F-35战斗机

这是 4 月 23 日在马来西亚巴生港拍摄的遇
袭油轮。

马来西亚警方 23 日证实， 一伙海盗 22 日
在马六甲海峡袭击一艘载有 500 万公升柴油的
油轮，盗走部分柴油，并绑架 3 名印度尼西亚籍
船员。 新华社发

一油轮在马六甲海峡
遭海盗袭击

搜寻
马航MH370

航班

韩国法院正式批捕
四名“岁月”号船员

韩国法院 22日签发逮捕令，正式逮捕 4名“岁
月”号失事客轮船员，被捕船员人数由此增至 7人。

当天早些时候， 韩国警方拘留 58 岁的一等
航海师孙某。 孙某涉嫌渎职，21日自杀未遂。

木浦一家法院法官朴钟焕（音译）22日认定，
“岁月”号一等航海师姜某、申某、二等航海师金某
和轮机长朴某有潜逃或销毁证据风险，应当收监。

检方和警方联合调查本部 21 日以涉嫌渎职
和违反《船员法》拘留上述 4人。 韩联社报道，这
4人中， 有人承认事发时未向乘客发出紧急疏散
令，但也有人称船长发出了紧急疏散令，联合调查
本部表示将进一步调查。

木浦法院签发最新逮捕令，令“岁月”号被捕
船员人数增至 7人，包括 69岁的船长李俊锡。

陈立希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阿巴斯

拜登

马利基

新一届伊拉克国民议
会选举将于 30日举行， 目前已进入
倒计时。由于本次选举的“游戏规则”发
生变化，伊拉克各派重量级人物纷纷自
行组建竞选联盟参选，一改以往抱团打
造大阵营的做法。 这使得今年的大选
呈现出群雄竞逐的局面，伊拉克未来

的政局发展愈发扑朔迷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