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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3月29日电（记者陆
睿）韩国和朝鲜代表29日在板门店朝
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高级别会谈，双
方商定于4月27日在板门店韩方一
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首脑会晤。

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的消
息，韩朝双方还决定于4月4日在板
门店就礼宾、警卫、新闻报道等问题进
行实务会谈。双方还将对其他具体问
题通过文件互换形式继续协商。

当天参加高级别会谈的韩方首席
代表为统一部长官赵明均，朝方代表
团团长为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
员长李善权。

本月21日，韩国决定向朝鲜提议

29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
行韩朝高级别会谈，为计划于4月举
行的韩朝首脑会晤做准备。

这将是第三次韩朝首脑会谈。
2000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朝，

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发布
“6·15”共同宣言，开辟了南北和解合
作的新时期。2007年，时任韩国总统
卢武铉访朝，与金正日签署并发表《南
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韩朝代表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

决定4月27日举行韩朝首脑会晤

日本设立 意欲何为?

继海上自卫队与航空自卫队
之后，日本陆上自卫队也于27日正
式进行改编，新设指挥司令部门

“陆上总队”，负责统筹原本指挥权
分散的5个方面队。“水陆机动团”
则是一个与各方面队平行的部队，
由“陆上总队”直接指挥、管理。

日本国内一直有声音反对将
陆上自卫队的指挥权统一化，认为
这可能会导致其出现失控风险。
此外，“陆上总队”中还设置了可与

美军司令部共享情报的联络窗口，
此次陆上自卫队改编也被指存在
加速日美军事一体化的目的。

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山崎幸二
22日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陆上
自卫队新设“水陆机动团”的目的
之一是强化与美军及其他自卫队
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冲绳时报》指出，“水陆机动
团”核心人员曾频赴美国进行训
练，学习美军装备的操作方法及

海军陆战队的战略战术。除提升
自卫队自身水平之外，这其中也
存在通过强化日美合作提升一体
化运用能力的考量。

日本共产党 27 日在机关报
纸《赤旗新闻》网站发表声明，批
评在新安保法实施的背景之下，

“水陆机动团”的设立恐将成为
打造自卫队与美军在海外协同
作战体制中的一环。

另据日媒报道，“水陆机动团”计

划未来增设第三个联队。由于日美
此前同意冲绳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在
2020年后将9000人迁至关岛，第三
个联队将有可能配置于冲绳美军基
地汉森营。一直以来，冲绳民众对岛
内军事基地导致的负担过重及日美
军事一体化加剧存在强烈不满。《东
京新闻》指出，这一动向一旦被证实，
将引发当地民众的反弹。

（据新华社东京 3 月 29 日电
记者王可佳）

2013年，安倍政府在修订的《防
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
划》中提出要求日本组建“水陆机动
团”，执行夺岛任务。不过，“水陆机动
团”的实际运作目前面临一定困难。

首先，防卫省从美国引进的
AAV7型两栖突击车原计划在去年
11月底前到位30辆，但由于零部件短
缺，交货大幅推迟。防卫省此前曾宣
布，这批新引进的两栖突击车在2018
年3月底前只能交货15辆，且首先需
要进行必要改装才能交付使用，而另
外15辆需要到同年7月底才到位。

其次，陆上自卫队原计划将能

够提高部队机动性的“鱼鹰”运输机
部署在距“水陆机动团”驻地仅60
公里的佐贺机场，但因佐贺县2月曾
发生自卫队直升机坠入民宅事件，
部属“鱼鹰”运输机遭到当地政府、
民众的强烈反对。《朝日新闻》报道
称，目前防卫省只得考虑将“鱼鹰”
运输机暂时部署在1000公里以外
的千叶县木更津陆上自卫队驻地。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水陆机动
团”存在装备欠佳、海上运输能力不
足等问题。共同社分析指出，设立

“水陆机动团”或为陆上自卫队防止
自身被边缘化的尝试。

陆上自卫队27日在长崎县佐
世保市的自卫队相浦驻地举行“水
陆机动团”成立仪式。日媒指出，防
卫省设立这一部队旨在强化西南岛
屿的防卫能力。

“水陆机动团”也被称为“日版
海军陆战队”，其初步规模为两个联
队，总人数预计为2100人左右。除
水陆机动连队、水陆两栖战车部队
等主力部队之外，“水陆机动团”下
还设有侦察部队、通信部队、教育部
队、设施部队、后勤部队等其他综合
作战编制。

在人员构成方面，“水陆机动
团”以2002年成立的陆上自卫队

“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为基础。“西
部方面普通科连队”曾是自卫队中
唯一一个水陆两栖部队，自2006年
起便定期赴加利福尼亚州与美国海
军陆战队进行“铁拳”联合演练，学
习美军的两栖作战经验。

在装备方面，日本防卫省已决
定为“水陆机动团”从美国购买17
架“鱼鹰”运输机及52辆AAV7型
两栖突击车以提升机动性和两栖作
战能力，并为其配备类似美军两栖
突击舰的“大隅”级登陆舰。可以
说，“水陆机动团”在战术、装备、部
队编制等方面都基本仿照了美国海
军陆战队的做法。

近日，日本
陆上自卫队正式
设立“水陆机动
团”，以强化西南
岛屿的防卫能
力。陆上自卫队
在本次改编中还
新设指挥部门
“陆上总队”，旨
在强化与其他自
卫队及美军之间
的合作及指挥信
息共享，“水陆机
动团”也一并纳
入其统筹管理。
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此举有加强
日美军事一体化
意图。

可用资金与特朗普预期有大差距

美墨边境造墙 经费不够军费凑？

美国白宫发言人
桑德斯在27日的例
行记者会上回避了
关于总统特朗普提
议用军费修建美墨
边境墙的问题，但强
调白宫将继续推进
造墙计划。

特朗普近日签
署政府拨款法案，但
其中可用于边境墙
项目的资金与他期
望有很大差距。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政府短期内
难以获得造墙资金，
用军费造墙的提议
也很难行得通。而
即便边境墙未来能
够建成，其实际作用
或许也很有限。

动用军费难获准

特朗普上周刚签署了总额 1.3
万亿美元的政府拨款法案。但对
于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大力宣扬
的边境墙项目，该法案仅拨款16亿
美元，且其中只有 6.4 亿美元用于
新建边境墙，其余资金将用于维修
或更换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的旧
栅栏以及升级边境安保技术措施。

根据特朗普政府为修建美墨
边境隔离墙拟定的十年计划，造墙
所需资金高达180亿美元。

在签署政府拨款法案前，特朗
普曾表示，他考虑否决该法案，原
因之一是法案没有给边境墙项目
提供足够资金。

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特朗
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提议让军队
承建边境墙，因为拨款法案中国防
支出提高至近7000亿美元，而边境
安全也属于国防范畴。

分析人士指出，用军费造墙
在程序上须得到国会同意，且不
说民主党势必反对，共和党内部
也无法就此达成一致，因此这一
提议很难行得通。

在签署政府拨款法案后，特朗
普短期内或已错失争取造墙资金
的最佳机会。在这一政府拨款法
案 9 月底到期乃至 11 月国会中期
选举之前，边境墙很难成为国会关
注的主要议题，这意味着特朗普短
期内很难获得大笔造墙拨款。

国际观察

设立“日版海军陆战队”

实际运营面临困难

恐加速军事一体化风险

实际作用遭质疑

尽管争议大、困难多，但是特
朗普政府一直在推进边境墙项
目。比如，国土安全部去年招标建
造了8面“样板墙”并进行了验收测
试，特朗普近日还前往加利福尼亚
州圣迭戈市对这些“样板墙”进行
实地视察。

这些“样板墙”高达9米，设计和
材质不一，单个造价在30万至50万
美元之间。特朗普在视察时说，他
个人倾向于使用全水泥墙，不过也
表示墙壁上必须有镂空设计，因为

“必须要能看见墙另一侧的动静”。
在特朗普看来，边境墙是遏制

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
的有效手段。但长期居住在美墨
边境地区的民众对于其实际作用
深表怀疑，因为攀爬、绕道、挖地道
等手段都有可能让边境墙无法发
挥作用，毒贩甚至还会用无人机来
运送毒品。

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委
员会上周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几
乎全部边境一线执法人员都认为，
比起边境墙他们更需要升级技术
措施和增加更多人力。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特朗普借修建美墨边境
墙反映出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
场，特别是在非法移民问题上，而这
也是支持他的选民最关注的问题。

美墨关系难回头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这堵墙最
终能否建成，一堵“无形之墙”已经
在美墨之间筑起。

上月，特朗普与墨西哥总统培
尼亚通电话。培尼亚当时强调，墨
西哥不会为隔离墙埋单。双方谈
话陷入僵局。此后，培尼亚第二次
取消了访美计划。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达雷尔·韦斯特认为，几乎所有
墨西哥人都痛恨边境墙。

“两国过去几十年的互信依靠
的是不断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而
不是中伤墨西哥移民。”

分析人士指出，美墨之间仍
有合作空间，但在边境墙、北美自
贸协定重新谈判等负面因素影响
下，两国关系短期内难以好转。

随 着 美 国 国 会 中 期 选 举 临
近，特朗普有可能会重申对墨西
哥的强硬立场，以争取保守派选
民对共和党的支持。

马哈菲说，对特朗普本人来
说，巩固执政基础、争取选民支
持比维持美墨在政治、经济和安
全等领域的合作更加重要。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8日电
记者孙丁 刘阳 朱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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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久前修好的美墨边境
墙一侧，一名墨西哥女孩倚墙玩耍。

新华社发

3月29日，在英国纽卡斯尔，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右）与当地居民交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9日说，她将努力确保英国“脱欧”后国内的团
结，实现英国的强大。 新华社/法新

英首相强调确保“脱欧”后的国家团结

据新华社新德里3月29日电（记者赵旭）印
度空间研究组织29日发射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
信卫星。这颗卫星将主要用于向印度国内提供移
动通信服务。

据介绍，此次发射的“GSAT－6A”卫星是印
度最新型通信卫星，计划服役10年左右。这颗卫
星将向印度国内提供S波段通信服务，以保证移
动通信信号覆盖。

印度曾在2015年成功发射一颗“GSAT－6”
通信卫星。印度媒体认为，新型通信卫星将促进印
度通信行业发展。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是改进版

“GSLV MK－II型”火箭。据介绍，这种改进型
火箭推力更大，相关技术未来可能用于探月任务。

印度发射一颗通信卫星

巴西卫生部3月28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去年
7月以来，巴西全国共出现黄热病疑似病例4414
例，其中确诊1131例，338人被确认死于黄热病。

这是一名女孩日前在巴西圣保罗郊外接种黄
热病疫苗。 新华社/美联

巴西黄热病死亡人数升至338人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3月28日电 加拉加斯
消息：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一警局看守所28日起
火，导致至少68人死亡。

委内瑞拉总检察长塔雷克·萨阿布在个人社
交媒体上确认，卡拉沃沃州首府瓦伦西亚市的州
立警察局看守所发生大火，目前已有68人死亡。
卡拉沃沃州政府秘书长赫苏斯·桑坦德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可能是在押人员暴动引发了这场大火，
具体伤亡人数还在统计中。

当地媒体报道说，当天是家属探视日，看守所
中的被关押人员点燃床垫企图制造混乱后越狱，
他们还抢夺了一名警察的武器。

委内瑞拉一警局看守所起火
至少68人死亡

泰国政府3月28日宣布，出于恢复海洋生态
环境的考虑，南部旅游胜地皮皮岛的玛雅海滩今
年6月起每年向游客关闭4个月。

这是泰国皮皮岛（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泰国知名海滩将“休养生息”

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日版海军陆战队
据新华社开罗3月29日电 埃及官方《金字

塔报》29日报道，埃及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
示，现任总统塞西在选举中胜出，获得连任。

报道说，在总计约2500万张选票中，塞西赢
得约2300万票，得票率约为92％。其竞争对手
埃及明日党领导人穆萨·穆斯塔法·穆萨得票率约
为3％。其余选票为无效票。

本次选举登记选民总数约为5900万人。根
据初步计票结果，投票率约为42.4％。

根据埃及全国选举委员会此前公布的日程，
正式计票结果将于4月2日公布。

埃及媒体在选举前普遍预测，穆萨缺乏足够
竞争力，塞西将轻松获得连任。投票率将成为本
次选举的关键指标，显示民众对塞西首个任期的
支持程度。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塞西获得埃及总统连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