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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将古人类
出现时间提前约60万年

据新华社悉尼12月3日电 澳大利亚、阿尔
及利亚等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
发表报告说，他们考古发现的新证据显示，距今
24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出现在北非，这比之前的
发现要早约60万年。

在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艾因布舍里，考古
工作者挖掘出了石器以及带有刻痕的动物骨头。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测定，
其中最古老的石器距今约240万年。这说明那个
时候当地就有古人类居住。

此前学术界认为，北非的石器制造技术是从
东非传来的，经历了一个缓慢的传播过程。但此次
新的考古证据则说明，相关石器制造技术的传播速
度可能比此前认为的要快得多，或者可能是东非和
北非两地在差不多时候分别产生了这种技术。

就电信公司腐败案

以警方建议起诉总理内塔尼亚胡贪腐

以色列警方和以色列证券管理
局2日发布联合声明，通报调查电信
企业贝泽克公司腐败案、即“4000号
案件”所获结果。

警方指认内塔尼亚胡收受贝泽
克电信公司前控股股东沙乌勒·埃
洛维奇的贿赂，作出有利于这家运
营商的政策调整；作为回报，贝泽克
公司旗下“瓦拉”新闻网站发布有利
于内塔尼亚胡及其妻子萨拉形象的
报道。

警方建议，以受贿罪、欺诈罪和
背信罪罪名起诉内塔尼亚胡和萨拉；
以贿赂罪起诉埃洛维奇；以欺诈罪起
诉贝泽克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斯特拉·
汉德勒。

埃洛维奇曾经充任贝泽克公司
董事会主席。今年早些时候，他和汉
德勒一度遭警方羁押和问询，随后一
同辞职。

这是以色列警方建议起诉内塔
尼亚胡的第三起案件。

以色列总检察长阿维哈伊·曼德
尔卜利特将决定是否起诉内塔尼亚
胡。多家媒体推断，曼德尔卜利特将
在今后数月内作出决定。

内塔尼亚胡发 2 日表书面声
明，否认警方对他和妻子调查得出
的结论，指认警方起诉建议“没有
法律依据”。

他同一天晚些时候参加他所属
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一场活动，发

表大约30分钟讲话，用过半篇幅向警
方“开火”。

按照他的说法，警方调查纯属
“政治迫害”，“从一开始就变质”，建
议起诉的决定早已做好，各种消息

“刻意对外泄露”，起诉建议“丝毫不
令人意外，时机同样不意外”。

在利库德集团看来，警察总监罗
尼·谢赫在退休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发
布调查结果，有政治动机。

一些分析师推断，内塔尼亚胡可
能会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用以向
总检察长曼德尔卜利特施加压力。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者鲁
文·哈赞告诉美联社记者，内塔尼亚
胡现阶段所获民意支持率领先；议会
选举如果提前举行，他和利库德集团
可能会赢得胜利。

“他（的选举胜利）将向总检察长
发出信号，即所有人都知道警方三起
调查的结果，但大家依然支持他”，哈
赞说，从而将迫使曼德尔卜利特“慎
重考虑（是否起诉的）决定”。

只是，尽管内塔尼亚胡获得利库
德集团和不少民众支持，利库德集团
在议会120个席位中占据61席，优势

微弱。
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11月

14日辞职并主张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他领导的极右翼政党“以色列是我们
的家园”随后退出执政联盟。

多家媒体推测，内塔尼亚胡所涉
贪腐案将在竞选活动中成为各政党
主要话题。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B | 自辩受“迫害”

C | 选举释“信号”

二次“金特会”瞄准明春
半岛无核化进程有望“重拾节奏”

美国白宫2日发布消息说，总统特朗普或将于明年1月或2月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举行会晤。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
文在寅表示，不排除金正恩年内访韩的可能性。

分析人士指出，美韩元首均传递出对美朝领导人、韩朝领导人再
次会晤的积极信号，显示出半岛无核化进程有望“重拾节奏”。不过，
若要半岛局势真正“回暖”，还有赖各方加强互信。

据白宫消息，特朗普1日晚在结束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活动后返美途中告诉媒体记者，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好的
关系”，并认为两人或将于明年1月或2月举行会晤。

特朗普说，目前尚未确定会晤地点，正在考虑3个可能的
地点。他还说，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邀请金正恩访问美国。

同样在结束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活动后，韩国总统文
在寅在从阿根廷飞往新西兰的专机上告诉记者，不排除金正
恩今年年内回访韩国的可能性。

文在寅表示，韩美首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谈
时一致认为，金正恩访韩将为朝美对话发挥积极作用。
文在寅透露，特朗普还请他转告金正恩，“希望金委员长
履行双方所达成协议的剩余部分，而他会让金委员长得
偿所愿”。

当地时间12月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表示，中方支持美朝领导人再次会晤，希望美朝
双方相向而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并行推进半岛完全无核化
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美方赞赏中方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
同中方就此保持沟通与协调。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
朝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缺乏互信，唯有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填补双
方“信任赤字”。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贡献了

“双暂停”等中国智慧，还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取得积极成果，也为朝美关系进一步发展起
到稳定促进作用。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说，美方对第二次
“金特会”预期较高，期望抓住机遇获得扎实外交成果。如果双
方能就半岛无核化具体安排拿出相关协议，比如达成一个“允许
核查清单”或者“弃核清单”，对美国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

郑继永说，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夺回国会众议院，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但不会影
响美国对朝关系的主流趋势。对朝问题获得实质性进展，会被
特朗普视为两年后大选中的有力筹码，这是美方乐于推进美朝
接触的动力之一。

同时，分析人士指出，出于国内政治考量，文在寅政府迫切
需要一场在首尔举行的“金文会”，并愿意为“金特会”提供必要
帮助，借此增加执政亮点。

自今年半岛局势迎来“暖春”至今，韩朝互动持续频繁，
双边关系小步推进，稳扎稳打，而美朝关系在经过新加坡之
夏的热度后，则陷入数月“冷处理”。如今，美朝互动再显升
温迹象，但“啃硬骨头”绝非易事。希望各方在释放积极信
号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勇气和诚意的“温度”，把握相向而行
的机遇，少反复、多落实，共同化解难题，携手让和平的阳光
洒遍半岛。

今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
声明，就“建立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
和平机制”达成一致。此后，朝美无核化谈判一度陷入停
滞。美方坚持要求朝方先弃核。朝方则未能如愿通过废弃
北部核试验场、着手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移交美军遗骸等
举措换来美方减轻制裁。

9月18日至20日，文在寅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举行会
晤并签署《9月平壤共同宣言》。9月24日，特朗普和文在
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谈，对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的前景表现出积极态度。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有3个可能的会晤地点 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啃硬骨头”绝非易事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3日电（记者栾海）俄
罗斯航天集团3日说，该机构当天成功将载有3
名宇航员的“联盟MS－11”飞船送入预定轨道，
预计飞船大约6小时后抵达国际空间站。

北京时间3日 19时 33分，俄罗斯“联盟－
FG”火箭携带“联盟MS－11”飞船从哈萨克斯坦
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约9分钟后，飞船
在预定轨道内与火箭分离，飞赴国际空间站。

此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3名宇航员分别为俄
罗斯宇航员科诺年科、加拿大宇航员圣雅克和美国
女宇航员麦克莱恩。按计划，飞船将在北京时间4
日1时35分与空间站的“探索”号小型试验舱自动
对接，3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内连续驻守194天。

俄“联盟MS－11”飞船
携3人飞赴国际空间站

12月3日，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
场，宇航员安妮·夏洛特·麦克莱恩、奥列格·科诺
年科和戴维·圣雅克（从左至右）在出发仪式上向
人们致意。 新华社/路透

卡塔尔决定
明年1月退出欧佩克

据新华社多哈12月3日电（记者杨元勇）
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萨阿德·卡比3日宣
布，卡塔尔将从2019年 1月1日起退出石油输
出国组织（欧佩克），卡塔尔当天已将这一决定
通知欧佩克。

萨阿德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
石油产量不高，退出欧佩克不会影响全球石油市
场价格。

他说，卡塔尔正积极寻求成为全球可信赖的
能源供应商，必须确保天然气产业的重要性，也必
须重新审视卡塔尔在全球能源供应方面所发挥的
作用，以服务于卡塔尔长期战略目标。

他说，卡塔尔支柱产业是天然气产业，卡塔尔
将继续扩大天然气生产，以确保卡塔尔的全球天
然气生产大国和清洁能源出口大国地位。

卡塔尔天然气储量位居全球第三，液化天然
气出口量名列全球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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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脱欧”协议表决 | 英工党欲逼首相下台英国反对党工党 2
日再为退出欧洲联盟协
议11日在议会的表决设
置障碍，说如果政府3日
不告知议会关联“脱欧”
协议的全部法律建议，就
启动程序，指认政府藐视
议会。工党同时威胁发
起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定于3日向议会发表讲
话，宣布多国领导人有意
与英国签署贸易协定，以
争取支持。

应工党要求，英国议会下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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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向政府提出的“脱欧”协议

“全部法律建议”。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考克斯定于

3日向议会作陈述，但陈述只是法律
建议的“缩水”版。

此举立即招致工党等党派反对。
工党影子内阁“脱欧”事务大臣基尔·
斯塔默2日告诉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只
要政府3日不公开全部法律建议，“我

们就启动藐视（议会）程序”，“这将把
政府和议会置于冲撞轨道”。

保守党的政治盟友、北爱尔兰民
主统一党选择站在工党一边。北爱民
主统一党发言人萨米·威尔逊说，议员
们需要知悉将要表决的确切内容以及
对北爱尔兰地区的意义。而北爱民主
统一党需要知道，在北爱受限于担保
方案的程度以及如何退出担保方案方
面，政府收到哪些法律建议。

英国与欧盟 11月 25 日谈妥的

“脱欧”协议中，关联北爱尔兰地区的
担保方案规定，如果英欧在“脱欧”过
渡期结束时尚未达成贸易协定，英国
全境将继续与欧盟维持临时性关税
同盟，但与英国其他地区以海相隔的
北爱尔兰可能会遵循不同法规。

按照《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检
察总长考克斯先前致信内阁大臣，说退
出担保方案的唯一方法是与欧盟签订
新贸易协定，这一过程恐绵延数年。

一些下院议员担忧，英国或许需要

永远遵循欧盟关税规则，只是政府不愿
承认。还有批评人士指出，考克斯提供
的法律建议可能包含针对北爱尔兰地
位等多个议题的警告，一旦全部公开，
恐进一步激发人们反对“脱欧”协议。

按照英国广播公司的说法，如果
工党启动藐视议会程序，议会下院议
长约翰·伯科将决定是否应首先就

“脱欧”协议辩论、表决。路透社报
道，伯科还有权决定是否表决关联藐
视议会的动议。如果动议通过，议会
一个委员会将裁定政府是否存在藐
视行为并推荐惩罚措施。

工党影子内阁成员巴里·加德纳
2日说，如果梅拒绝公开全部法律建
议，她将面临“严重宪法危机”，唯一
的解决方法就是提前选举。

工党影子内阁“脱欧”事务大臣斯
塔默说，如果梅输掉定于本月11日举
行的“脱欧”协议表决，工党寻求发起
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如果不信任动
议在议会表决通过，梅可能被迫下台。

英国法律规定，如果政府输掉不
信任投票，可在14天内发起信任动议
并争取通过；否则议会将解散，提前
举行选举。

梅领导的保守党依赖北爱民主

统一党的10名议员维持在议会下院
的多数优势。北爱民主统一党领袖
阿琳·福斯特已明确，与工党领袖杰
里米·科尔宾就任首相相比，梅的“脱
欧”协议构成更大威胁。北爱民主统
一党将投票反对协议。

面对其他党派的“围攻”，多名保
守党要员反击。

提前公开的演讲稿显示，梅3日
将告诉议会，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
和日本等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布
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确认，愿与

“脱欧”后的英国签订贸易协定。
保守党党主席布兰登·刘易斯则

告诫保守党议员，阻止工党发起不信
任投票的最佳方法是投票支持“脱
欧”协议。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
克尔·戈夫2日说，“脱欧”协议尽管不完
美，却是英国所能达到的最优结果，相
信政府能“赢得争论和表决”。如果保
守党议员投票反对协议，将有举行第二
次“脱欧”公投的“真实风险”。

戈夫指出，如果担保方案启动，

北爱尔兰遵循不同法规“对欧盟而言
更难受”。因为英国届时将重新掌控
边界，且免关税进入欧盟单一市场，
这“从根本上”不符合欧盟及其成员
国利益。这意味着尽快敲定贸易协
定对双方都是重大利好。

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则强调，
“脱欧”后欧盟人员无法自由进出英
国，政府将转而建立依据技能吸收移
民的准入系统，前提是大家支持“脱
欧”协议。

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警告
保守党中的“疑欧”议员，不要“让煮熟
的鸭子飞了”。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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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政党联手

不信任投票

以色列警方2日再次建议检察机构起诉现任总理，说已经掌
握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一家以色列电信企业“勾结”的证据。

对警方先后3次就不同贪腐案建议诉讼，内塔尼亚胡认定为
“政治迫害”。

A | 政策换“形象”

英首相特雷莎·梅。 新华社发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研讨会在日举行

据新华社东京12月3日电 由中国驻日本大
使馆和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
（经团联）共同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
日经济合作研讨会”3日在东京举行。中日两国
各界人士共同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
展的历程和成就，并就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政策
以及中日经济合作新方向展开探讨。

11月30日，嘉宾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交付仪
式。当日，美国波音公司向中国交付第2000架
波音飞机，机型为737 MAX，用户为厦门航空。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波音公司向中国交付
第2000架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