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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中东八国行

美国务卿安抚盟友推“阿拉伯版北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访问中东八国，与八国领导人讨论叙利

亚危机、也门局势、反恐和应对“伊朗威胁”等议题，并就美国中东政
策发表演讲。

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此行意在表明美国将继续保持在中东的
存在，安抚对美国中东政策感到疑虑的盟友。此外，美国还有意团
结地区盟友共同应对“伊朗威胁”，打造“阿拉伯版北约”。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年底突赴
伊拉克“劳军”、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博尔顿日前赴土耳其和以色列访
问、蓬佩奥即将开启中东八国行……
美国政府高层近期对中东国家动作
频频，意在安抚对美国突然宣布从叙
利亚撤军感到不满的地区盟友，对这
一决定导致的后果进行补救。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指出，特朗普去年12月
在没有和盟友沟通的情况下，突然
作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导致盟
友对美国政府的反恐立场和中东政
策普遍产生疑虑和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撤军将导
致各方势力在叙利亚展开新一轮博
弈，并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叙北部动
荡局势加剧，甚至为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的死灰复燃创造条件。蓬佩
奥在访问中将对美国撤军决定和中
东政策进行解释，这将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稳定盟友关系的作用。

在蓬佩奥此次出访中东的行前
吹风会上，一名国务院官员明确表
示，虽然撤军决定不会改变，但目前
尚无明确时间表，撤军行动将在与
盟友的高度协调下完成。

一名国务院官员在行前吹风会
上表示，尽管外界有很多猜测和不
实报道，但美国不会离开中东。蓬
佩奥此行将着重向地区盟友承诺美
国不会撤出中东，而会加强与地区
盟友合作应对“伊朗威胁”。

据美媒报道，蓬佩奥将在埃及首

都开罗发表主题为“美国对中东和
平、繁荣、稳定、安全的承诺”的演讲，
详细阐释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

马哈菲表示，在俄罗斯和伊朗
试图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背景
下，蓬佩奥此访将向外界明确表达
美国仍将对该地区事务保持关注并

履行承诺的立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

尔特认为，美国在中东仍有超过4万
名驻军，并且为地区盟友提供大量
军事援助和装备，即便美国从叙利
亚撤出，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存
在的终结。

此次蓬佩奥将访问约旦、埃及、
巴林、阿联酋、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阿曼和科威特，这八国正是美国推
动的“中东战略联盟”包含的国家。
美国试图借助打造“阿拉伯版北
约”，强化与阿拉伯盟友之间的合
作，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威胁”
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来，美国
加紧推进“阿拉伯版北约”。去年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蓬佩奥与中东
八国外交机构负责人举行会晤并就

“阿拉伯版北约”进行磋商，此次访
问八国也有推进该计划的考虑。然
而，由于各方关系错综复杂，这一目
标并不现实。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
究员亚齐德·萨伊格表示，海湾国家
在防务能力整合问题上始终无法达
成共识，“阿拉伯版北约”几乎不可
能形成。

美国智库海湾国家分析公司创
始人乔治·卡菲耶罗认为，阿拉伯国
家与伊朗的关系各不相同，在如何
看待“伊朗威胁”方面存在明显差
异，埃及、约旦、科威特、卡塔尔都不
认为伊朗对其构成紧迫威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安德鲁·米勒认为，美国创建所谓

“阿拉伯版北约”以牵制伊朗的构
想，可能会让中东陷入更多冲突。

（新华社华盛顿1月5日电）

◀上接A07版
坚持复议复查与审查审理分离，原

案审查、审理人员不得参与复议复查。
复议复查工作应当在3个月内

办结。

第九章 监督管理

第六十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严
格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行使
权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约束上严之
又严，强化自我监督，健全内控机制，
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
督，确保权力受到严格约束，坚决防止

“灯下黑”。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监督执

纪工作的领导，切实履行自身建设主
体责任，严格教育、管理、监督，使纪检
监察干部成为严守纪律、改进作风、拒
腐防变的表率。

第六十一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
严格干部准入制度，严把政治安全关，
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忠诚坚定、担当尽
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具备履行职
责的基本条件。

第六十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引领。审
查调查组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应
当设立临时党支部，加强对审查调查
组成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开展政策
理论学习，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发

现问题、进行批评纠正，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

第六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
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树立依规依
法、纪律严明、作风深入、工作扎实、谦
虚谨慎、秉公执纪的良好形象，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特权思想，力
戒口大气粗、颐指气使，不断提高思想
政治水平和把握政策能力，建设让党
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第六十四条 对纪检监察干部打
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受请
托人应当向审查调查组组长和监督检
查、审查调查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并
登记备案。

发现审查调查组成员未经批准接
触被审查调查人、涉案人员及其特定
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的，应当及
时向审查调查组组长和监督检查、审
查调查部门主要负责人直至纪检监察
机关主要负责人报告并登记备案。

第六十五条 严格执行回避制
度。审查调查审理人员是被审查调查
人或者检举人近亲属、本案证人、利害
关系人，或者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
审查调查审理情形的，不得参与相关
审查调查审理工作，应当主动申请回
避，被审查调查人、检举人以及其他有
关人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选用借调
人员、看护人员、审查场所，应当严格
执行回避制度。

第六十六条 审查调查组需要借

调人员的，一般应当从审查调查人才
库选用，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办
理手续，实行一案一借，不得连续多次
借调。加强对借调人员的管理监督，
借调结束后由审查调查组写出鉴定。
借调单位和党员干部不得干预借调人
员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等事项。

第六十七条 监督执纪人员应当
严格执行保密制度，控制审查调查工
作事项知悉范围和时间，不准私自留
存、隐匿、查阅、摘抄、复制、携带问题
线索和涉案资料，严禁泄露审查调查
工作情况。

审查调查组成员工作期间，应当
使用专用手机、电脑、电子设备和存储
介质，实行编号管理，审查调查工作结
束后收回检查。

汇报案情、传递审查调查材料应
当使用加密设施，携带案卷材料应当
专人专车、卷不离身。

第六十八条 纪检监察机关相关
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后，应当遵守脱密
期管理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得
泄露相关秘密。

监督执纪人员辞职、退休3年内，
不得从事与纪检监察和司法工作相关
联、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业。

第六十九条 纪检监察机关开展
谈话应当做到全程可控。谈话前做好
风险评估、医疗保障、安全防范工作以
及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谈话中及时
研判谈话内容以及案情变化，发现严

重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依照监察法需
要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及时采取留
置措施；谈话结束前做好被谈话人思
想工作，谈话后按程序与相关单位或
者人员交接，并做好跟踪回访等工作。

第七十条 建立健全安全责任
制，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主要负责
人和审查调查组组长是审查调查安全
第一责任人，审查调查组应当指定专
人担任安全员。被审查调查人发生安
全事故的，应当在24小时内逐级上报
至中央纪委，及时做好舆论引导。

发生严重安全事故的，或者存在严
重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省级纪检监察
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向中央纪委作出
检讨，并予以通报、严肃问责追责。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开展
经常性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发现问题
及时报告并督促整改。

第七十一条 对纪检监察干部越
权接触相关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
负责人，私存线索、跑风漏气、违反安全
保密规定，接受请托、干预审查调查、以
案谋私、办人情案，侮辱、打骂、虐待、体
罚或者变相体罚被审查调查人，以违规
违纪违法方式收集证据，截留挪用、侵占
私分涉案财物，接受宴请和财物等行为，
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涉嫌职务违法、职务
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十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在维
护监督执纪工作纪律方面失职失责
的，予以严肃问责。

第七十三条 对案件处置出现重
大失误，纪检监察干部涉嫌严重违纪
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开展“一
案双查”，既追究直接责任，还应当严
肃追究有关领导人员责任。

建立办案质量责任制，对滥用职
权、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终
身问责。

第十章 附则

第七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可以根据
本规则，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
则，制定相关规定。

第七十五条 纪委监委派驻纪检
监察组、纪检监察工委除执行本规则
外，还应当执行党中央以及中央纪委
相关规定。

国有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机构结
合实际执行本规则。

第七十六条 本规则由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七十七条 本规则自2019年
1月1日起施行。2017年1月15日中
央纪委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同时
废止。此前发布的其他有关纪检监察
机关监督执纪工作的规定，凡与本规
则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则执行。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叙利亚库尔德官员5日披露，库
尔德人正与俄罗斯及其支持的叙利
亚政府对话，商议如何填补美国撤
军留下的空缺，争取满足自身自治
需求。

联手抗土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库尔德官员

告诉美联社记者，库尔德人正在与俄
方和叙利亚政府谈判，“气氛积极”，

“有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这名官员说，俄方发挥“积极作

用”，双方就共同对抗“妄图占领叙利
亚，尤其是叙利亚北部的武装力量”达
成一致。

美联社报道，这番话显然以土耳
其为“听众”。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
伊普·埃尔多安去年12月宣布，土军
将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
武装。土耳其媒体报道，土军近期陈
兵土叙边境，数目不详的土军部队已
经进入叙利亚。

沙特《中东报》5日以知情人士
为消息源报道，叙库尔德武装“人
民保护部队”最高指挥官希潘·荷
默“秘密访问”莫斯科和大马士革，
向俄方和叙政府提议一份“秘密协
议”。根据协议，库尔德武装将把

它控制的边境地段交还政府军，换
取政府支持库尔德人自治。

库尔德人现阶段控制超过四分之
一叙利亚国土，包括叙利亚与土耳其
和伊拉克接壤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中东报》报道，协议旨在“填补美
军撤离留下的缺口以及切断土耳其
（武装）干预的路径”。

政治蓝图
另一名库尔德官员向法新社证

实，库尔德人正与叙政府和俄方谈判
北部重镇曼比季事宜。如果双方达成
协议，曼比季解决方案有望成为代尔
祖尔省乃至整个库尔德武装控制区的
政治蓝图。

曼比季相距土耳其不远，位处幼发
拉底河西岸，是叙利亚北部战略重镇。
叙利亚内战2011年爆发，这座重镇先后
由反政府武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
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占据。

土耳其去年进占库尔德武装控制
的叙西北部阿夫林地区和其他北部地
区，扬言东扩战线，沿着土叙边境一路

进击到伊拉克边界，把库尔德武装赶
出这一狭长区域。按照土方设想，曼
比季是第一个需要拔掉的“钉子”。

土耳其把叙库尔德武装视为土耳
其境内库尔德分裂势力在叙利亚的分
支，将它列为恐怖组织。

土美2018年6月达成协议，库尔
德武装撤出曼比季，由土美联合“管
理”，直至组建地方政府。不过，协议
没有完全落实，美方在库尔德武装全
部撤离前宣布准备撤军。

国家认同
叙利亚政府去年底说，应库尔德武

装请求，叙政府军进驻曼比季；本月2日
又说，库尔德武装已经撤出曼比季。

叙利亚库尔德人诉求建立自治
区，希望叙政府予以认可，而非像反政
府武装那样寻求推翻总统巴沙尔·阿
萨德领导的政府。因此，叙利亚近8
年内战中，库尔德武装与政府军“井水
不犯河水”，很少兵戎相见。双方多次
暗示以对话方式化解争端。

在美联社报道中，披露正与俄方
和政府对话消息的那名库尔德官员告
诉记者，库尔德人可望与政府方面达
成协议，“因为我们都是叙利亚人”。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美军要走 叙库尔德人转向俄罗斯

政府高层对中东国家动作频频

向地区盟友承诺美不会撤出中东

强化与阿拉伯盟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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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武装。 新华社/路透

总统邀美军设军事基地

巴西军方不认同
巴西军方一名高级官员5日披露，军方反对

美国在巴西设军事基地，不认同新任总统雅伊尔·
博索纳罗对美军基地所持“开放态度”。

总统言论令军方吃惊
这名巴西军官5日告诉路透社记者，总统有

关美军基地的言论令军方吃惊；如果政府商讨允
许美军在巴西设基地，军方将予以反对。

这名军官没有获准公开谈论这一话题，因而
要求路透社记者不公开姓名。

同一天，巴西国防部发言人西尔维娅·马丁斯
说，总统没有把有关美军基地的想法告知国防部，
没有与国防部长讨论这一议题。

巴西电视系统公司3日播出对博索纳罗的
专访，问及美国在巴西设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博
索纳罗说愿意探讨这种可能性。“这取决于世界
会发生什么，谁知道我们今后是否有必要谈论这
个议题。”

博索纳罗现年63岁，曾是陆军上尉，本月1
日就任巴西总统。

总统打算3月访美
巴西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劳若4日证实，博

索纳罗打算向美国提议设立美军驻巴基地。
阿劳若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利马集团”外长

会议期间告诉媒体记者，博索纳罗打算3月访问
美国，届时将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美方
在巴西设一处军事基地。

博索纳罗在3日播出的专访中提及俄罗斯去
年12月派两架图-160型战略轰炸机赴委内瑞拉
参加军演一事。

“俄罗斯在委内瑞拉演习。我们清楚（尼古拉
斯·）马杜罗政府的意图。巴西应予关切，”他说，
巴西“不想当南美洲超级大国，但按照我的想法，
我们应当（在南美）有至高地位”。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开罗1月5日电（记者李碧念）埃
及首都开罗5日发生炸弹爆炸事件，造成1名警
察死亡，另有1名警察受伤。

埃及官方中东通讯社5日报道说，当地警方
在开罗纳赛尔城一座科普特东正教堂附近检查一
个可疑包裹时，包裹内的炸弹突然爆炸，造成警方
人员1死1伤。

目前尚未有组织宣称制造了这一事件。
近年来，针对科普特人的恐怖袭击时有发

生。去年11月，一辆从埃及南部索哈杰省开往明
亚省一座科普特基督教堂的巴士遭武装分子袭
击，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埃及首都发生炸弹爆炸事件
警方人员1死1伤

1月5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安全人员封锁爆
炸事件现场附近街道。 新华社/法新

摩洛哥警方查获
13.75吨大麻制品

新华社拉巴特1月6日电（记者陈斌杰）摩
洛哥国家安全局5日晚发布公报说，警方当天在
摩北部丹吉尔地中海港的一次扫毒行动中查获了
13.75吨大麻制品。

公报说，警方在搜毒犬的帮助下，在丹吉尔地
中海港的一个码头查获了藏匿在一辆半挂卡车里
的这些大麻制品。警方正在追查这些毒品的来
源，以将所有涉案人员抓捕归案。

摩洛哥一些地区是大麻主要产区，大麻制品
大多通过地中海沿岸等地走私到欧洲。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穆罕默德五世辞职

据新华社吉隆坡1月6日电（记者林昊）马
来西亚国家皇宫6日发表声明，宣布现任最高元
首穆罕默德五世辞职。

声明说，穆罕默德五世根据宪法辞去马来西
亚第15任国家元首职务，6日生效。

声明说，担任国家元首期间，穆罕默德五世一
直努力履行职责。穆罕默德五世感谢统治者会议
选举他为国家元首，对总理及其领导的政府在管
理国家方面所给予的合作致以崇高敬意。

声明并没有提及穆罕默德五世辞职的原因。
去年年底，他曾因病休养两个月，由副最高元首纳
兹林·沙阿代行最高元首职责。

穆罕默德五世现年49岁，是马来西亚北部吉
兰丹州苏丹，2016年12月出任国家元首。

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联邦制。最高元首为
国家元首、伊斯兰教领袖兼武装部队统帅，由统治
者会议从马来西亚9个州的世袭苏丹或州统治者
中选举产生，任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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