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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热点

中国驻埃及使馆发布最新安全提醒

法国防长批评美国坐视一系列袭击发生而无动于衷

“打太极”令美在海湾渐失威慑力？
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
利 23 日批评美国在海湾地区“打
太极”，坐视一系列袭击发生而无
动于衷，提醒美国正在海湾地区
渐渐失去威慑力。
帕利告诫美国：
“ 基石移位，
大厦将倾。”美联社报道，帕利在
巴林一年一度举行的麦纳麦对话
期间为法方确立强硬立场。

不客气 法方对美国和伊朗都“深恶痛绝”

不服气 美方承认海湾可能不在优先考虑的名单前列

附近给途经的油轮
“布雷”
，
继而又发生无人机和
巡航导弹空袭沙特石油设施。美方屡屡指认伊
朗是袭击
“真凶”
，
伊朗数次否认关联袭击。
不过，伊朗承认击落一架美方无人机，指认
它侵入伊朗领海。另外，伊朗以违反海事规定、
涉嫌走私燃油等理由扣押外国油轮。
帕利认定，
纵容致使袭击不断升级，
“这构成
危险，即使对自认为获益的一方，因为胆大就会
妄为，而妄为常与鲁莽相伴”。
关联伊朗核问题，
帕利说法方对美国和伊朗
都
“深恶痛绝”
，
指责美方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不满伊朗近来放弃履行协议，突破多
项条款。不过，
她说法方将继续对话伊朗。

在同一场合发表讲话的沙特外交国务大
麦肯齐告诉媒体记者：
“我们在这里有一
臣阿德尔·朱拜尔认定，
美国没有从海湾撤出
艘航空母舰，
我们加强了对沙特的装备……我
的意愿，
他对美方的投入深信不疑。
“我们相信，
不太同意那种放弃或离开的说法。但是，
美国
美国是非常可靠的盟友，
过去70年一直都是。
”
有不同的全球优先关注事项，
这里可能不是最
他为沙特在石油设施遇袭后的谨慎回应
优先，
不过我认为对美国来说，
一直很重要。
”
辩解，
说沙特在调查期间在
“战略层面保持耐
麦肯齐先前在对话中说，任务区域很大，
心”
，
从而在确认袭击来源时
“不留疑点”
“
，我 “简单来说，我们没有足够资源，始终在我们
们一直说不希望战争，所以急于跳入战争不
想要出现的地方以足够的规模出现”
。
是明智的回应。
”
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上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面
周驶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也是伊朗击落美方
对法方批评“打太极”，但承认海湾可能不在
无人机后，这一增援的航母战斗群首次驶过
美方优先考虑的名单前列。美军中央司令部
全球原油运输的
“咽喉”
霍尔木兹海峡。
分管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美副总统彭斯突访伊拉克

与库尔德自治区高层会面,安抚盟友重申承诺不变
彭斯与当地媒体见面。

新华社发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23
日飞抵伊拉克，与库尔德自治
区（库区）高层会面，重申美国
方面对库尔德盟友承诺不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0 月初下令美军撤离叙利亚
东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区，遭
后者指认
“背叛”
。

新华社开罗 11 月 24 日电（记者吴丹妮）中国
驻埃及大使馆 24 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
暂勿前往除沙姆沙伊赫市以外的西奈半岛地区以
及包括黑白沙漠在内的吉萨省巴哈利亚地区。
公告说，自 2019 年 11 月起，埃及进入新一轮
为期 3 个月的紧急状态。近来，
西奈半岛地区、
吉萨
省巴哈利亚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鉴于当前情况
易给当事人带来巨大安全风险，
并使驻埃及使领馆
难以提供有效协助，
因此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
往除南部沙姆沙伊赫市以外的西奈半岛地区，
以及
包括黑白沙漠在内的吉萨省巴哈利亚地区。此次
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自 2017 年 11 月起，中国驻埃及使馆根据埃
及安全局势 4 次发布暂勿前往西奈半岛和吉萨省
巴哈利亚地区的安全提醒，最近一次提醒有效期
至 2019 年 11 月。

利比亚“国民军”宣布
在首都周边地区设立“禁飞区”

➡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打击群近日驶过霍尔木兹海峡。
新华社发

帕利当天在由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的一次
峰会上说：
“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有意、逐渐地脱
离（海湾事务），虽然这是一种可能，但美国战
机在 2013 年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乃至如今美
国无人驾驶飞机遭击落以及沙特阿拉伯石油设
施遭袭等事件中一直停在地面的事实，让这一
现实更加清晰。”
法国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设有一座海军基
地。按照帕利的说法，法方将推动建立一支由欧
洲主导的独立海上安全部队，从而在海湾地区与
美国所谓的
“护航联盟”
合作。
今年夏季以来，海湾地区发生一系列针对油
轮以及石油设施的袭击。先是在霍尔木兹海峡

暂勿前往西奈半岛地区、
吉萨省巴哈利亚地区

出于安全原因没去首都巴格达
彭斯与妻子卡伦 23 日乘
C-17 型运输机飞抵伊拉克，
降落在首都巴格达西北部美
军驻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
地。这是他首次以副总统身
份 前 往 那 里 ，没 有 事 前 发 布
行程。
一名随行美国政府官员
告诉媒体记者，彭斯“出于安
全原因不能去巴格达”。彭斯
邀请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卜
杜勒—迈赫迪来阿萨德空军

新华社突尼斯 11 月 24 日电（记者潘晓菁）的
黎波里消息：利比亚武装力量“国民军”23 日在利
东部城市班加西宣布，将在首都的黎波里周边地
区设立
“禁飞区”。
“国民军”发言人艾哈迈德·米斯迈里在当天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禁飞区”内任何未事
先与“国民军”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协商并得
到其允许的飞行，
都将被禁止。
米斯迈里说，实行“禁飞区”是因为“国民军”
近期在攻占的黎波里的行动中取得了进展。任何
威胁到该区域安全的可疑目标都将被炮击，无论
该目标是在陆地、海上还是空中。
利比亚“国民军”4 月初对的黎波里发动军事
行动，与控制该市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交
战。交战迄今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成千上万平民
流离失所。
2011 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动
荡，
许多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利比亚目前两大势
力割据对峙，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
力量控制着西部部分地区；
国民代表大会则在东部
城市图卜鲁格另建政府，
联手
“国民军”
控制着东部
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

埃及塞加拉发现数十具
距今约2700年的动物木乃伊

“代表特朗普”弥补美军撤离叙北部造成的裂痕

基地，遭后者拒绝。两人而后
通电话。
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向法新
社记者确认，他们事前不知道
彭斯要来伊拉克，总统没有与
彭斯会面计划。
美方所提
“安全原因”
是指
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 10 月早
些时候起爆发大规模示威。彭
斯告诉媒体记者，他与阿卜杜
勒—迈赫迪通话时谈及伊拉克
最近几周动荡。

彭斯伊拉克之行的第二站是伊拉
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在埃尔比勒机
场 会 见 库 区 主 席 内 奇 尔 万·巴 尔 扎
尼。彭斯“代表特朗普”向巴尔扎尼
“重申美国人和这一地区库尔德人
……的牢固纽带”。
土耳其 10 月 9 日越境打击叙利
亚和土耳其边境的库尔德武装。那之
前，特朗普下令驻扎美军撤离。作为
美国在叙利亚打击极端主义组织“伊
斯兰国”
的盟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
度指认遭
“背叛”。

记者提问特朗普撤离决定是否让
美国面临库尔德武装的背叛，彭斯回
答，包括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伊拉克和
叙利亚库尔德盟友没有怀疑美方所作
承诺，
“它（承诺）没有改变”
。
彭斯访问伊拉克同一天，美国主
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多国联军 23 日
发布消息，确认美军与数百名叙利亚
库尔德突击队员 22 日在叙东部发起
军事行动，抓捕几十名“伊斯兰国”武
装人员、缴获武器和炸药。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玻利维亚出现化解政治危机的“重大突破”：
国会通过法案认定10月总统选举无效

辞任总统莫拉莱斯没法再参选了！
玻利维亚国会 23 日通过一项法案，确认 10 月总统选举结果无效，排除辞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再次参选可能。
有分析人士认为，
该法案通过意味着玻利维亚政坛终于出现化解政治危机的
“重大突破”
。

排除前总统
法案 23 日在国会表决通过，认定总统选
举结果无效；
禁止先前出任两任总统的玻利维
亚人再次竞选总统。莫拉莱斯实际受到排除。
莫拉莱斯所属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
动”多名议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这一党派将
推荐新候选人。
路透社援引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报道
称，
法案通过意味着出现化解政治危机的
“重
大突破”。法案将在反对派推举的“临时政
府”
领导人珍尼娜·阿涅斯 24 日签署后生效。

玻利维亚 10 月 20 日举行总统选举，
莫拉
莱斯胜选。缘于计票争议，
莫拉莱斯失去军方
和警方领导人支持，
本月10日宣布辞职，
12日
抵达墨西哥避难。
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首名印第安人总
统，两次连任，在任将近 14 年。
莫拉莱斯辞职触发玻利维亚政局动
荡。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反对派议员
阿涅斯出任“临时政府”领导人。10 月下旬
以来，
抗议者与军警冲突致死至少 30 人。

这是 11 月 23 日在埃及吉萨省塞加拉地区拍
摄的新发现的动物雕像。
埃及文物部长哈立德·阿纳尼 23 日在首都开
罗以南约 30 公里的塞加拉地区宣布，考古队在此
发现包括幼狮在内的数十具动物木乃伊以及雕像
等文物若干，
距今已有约 2700 年历史。
新华社/法新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调低
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新华社开普敦 11 月 23 日电（记者高原）国际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22 日晚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
评级展望由
“稳定”
调低至
“负面”。
本月初，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已把南非主权信
用评级展望由
“稳定”
调低至
“负面”
。
标普在一项声明中说，下调评级展望主要是
因为南非经济增长乏力、政府债务负担重且增长
过快、国有企业尤其是电力公司经营不善等。
据南非统计局数据，南非今年第一季度经济
同比萎缩超过 3%，第二季度得益于矿业增长经
济增速反弹至 3.1%。但第三季度经济表现再度
走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年南非经
济增速仅 0.7%。

刚果（金）一架小型客机坠毁
至少23人死亡

140天内重选
由于选举委员会成员在 10 月总统选举
中受到
“违规”
指认，国会议员 23 日同意重新
组建选举委员会。
法案没有明确下次总统选举日期。只是，
众议院 23 日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选举委员

会选出领导层之后12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选举委员会
有 20 天 时 间 确 定 领 导 层 ，因 而 预 期 玻 利
维亚需要在 140 天内举行总统选举，即不
晚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

局势显平息

近日，辞去玻利维亚总统职务并到墨西哥政治避难的莫拉莱斯表示，如果玻利维亚民众
要求，
他愿意重返玻利维亚，
为民众带来平静。
新华社/路透
■■■■■

国会通过上述法案同一天，阿涅斯与
10 多名示威组织者会面。会面前，玻利维
亚政府所在地附近埃尔阿尔托市等地示威
者清除多处路障。
路透社报道，埃尔阿尔托市通往一座
■■■■■

天 然 气 处 理 厂 的 道 路 23 日 清 晨 恢 复 通
行。搭载通勤者的多辆厢式货车在行驶时
避让石块、烧焦的轮胎以及其他碎片。多
名居民在雨中排队加油。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11 月 24 日，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聚集在刚
果（金）戈马市坠机现场。
24 日 ，一 架 载 有 18 人 的 小 型 客 机 从 刚 果
（金）北基伍省首府戈马起飞不久后，发动机即发
出爆炸声，
飞行员试图返航，
但最终坠毁在戈马市
郊区的一个居民区。救援团队目前已在坠机现场
发现 23 具遗体。
新华社/美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