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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世集团日前在泰国
曼谷正式启动快递业务。集
团董事长周韶宁表示，今后
5年将在泰国投资50亿泰
铢用于建设仓储、运营中心
并建立技术研发团队。

●以色列国防军13日上午
发表声明说，以军12日发现
了一条由黎巴嫩真主党修建
的从黎南部拉姆耶村延伸至
以境内的地道，该地道将在
未来几天内被摧毁。

●希腊国防部长坎梅诺斯
13日宣布，由于对马其顿更
改国名协议持反对意见，他
将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
尼姆通讯社 13 日报道，伊
朗外交部当天否认伊朗即
将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的传言。

●尼日利亚公路安全管理部
门12日证实，尼南部十字河
流州 11日晚发生一起油罐
车爆炸事故，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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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周看天下 KANTIANXIA安抚土耳其政府 保护叙库尔德武装

美寻求两全其美激怒土耳其

核心
提示

美国
国务卿迈
克·蓬佩
奥 12 日

与土耳其外交部长
通电话，试图寻找
“两全其美”的方案，
既能照顾土方关切，
又能保护美方在叙
利亚的“小伙伴”。

美方把库尔德
武装获得保护作为
撤军条件，激怒土耳
其方面。博尔顿 8
日到访土耳其，没有
获得埃尔多安接
见。埃尔多安回应
博尔顿的言论，说他
犯了“大错”，土方不
会“做出任何让步”。

1月11日，在加沙城以东的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巴勒斯坦
人运送一名在冲突中受伤的示威者。以色列士兵 11日在约旦河西岸
和加沙地带开枪打死2名巴勒斯坦人。

巴以：冲突不断

1月12日，在瑞士外罗德阿彭策尔州乡村，盛装的村民摇着牛铃
参加旧历除夕祈福活动。1月13日是外罗德阿彭策尔州的旧历除夕，
当地村庄以特有的传统方式辞旧迎新。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瑞士：村民祈福

1月8日，参观者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体验扩展现实
（XR）设备。2019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8日正式开幕，
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500家企业参展。

5G：惊艳世界

1月7日，英国国旗在首都伦敦的议会大厦大本钟前飘扬。
英国议会下院就“脱欧”协议草案进行表决的时间已经从 2018年

12月推迟到2019年1月，“脱欧”前景依然不明。英国“脱欧”将在2019
年3月29日迎来最后期限。

英国：脱欧临近

这是1月12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风雪中的白宫。
美国东部时间 12 日零时，从去年 12 月下旬开始的美国联邦政府

部分机构“停摆”进入第 22 天，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迎来史上最长
“停摆”。

美国：政府停摆

图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联合记者会。 新华社发图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席联合记者会。 新华社发

细节有待确定

蓬佩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
阿布扎比告诉媒体记者：“我们承认土
耳其人民和埃尔多安总统保卫国家不
受恐怖分子袭击的权利。同时，我们
知道，那些不是恐怖分子的人、那些这
段时间以来一直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
有权获得保护。”

“我们有信心取得两全其美的结
果，既保护土耳其不受真正恐怖分子
的威胁，又让那些没有对土耳其构成
恐怖威胁的人免受任何重大风险。”

蓬佩奥没有详细描述“两全其美
的结果”，只说他与土耳其外交部长梅
夫吕特·恰武什奥卢通了电话，“许多
细节有待确定”。“但是，我们会有一个
好结果。我对此乐观”。

寻求两全之策

美国政府去年 12 月宣布准备从
叙利亚撤出美军。

叙利亚库尔德人担心，美军一旦
撤出，他们将面临土耳其军队进攻。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由美国及其盟友扶
持，但由土耳其方面划定为“恐怖组

织”。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和其他官员多次警告，将出兵
叙利亚北部，进攻库尔德武装控制区。

蓬佩奥说，美国政府叙利亚问题
特别代表詹姆斯·杰弗里过去数天已
经从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北部，寻求两
全之策，继而将重返土耳其继续磋商。

激怒土耳其

美方宣布撤军，却就撤军速度采
取模糊战术，说没有时间表，将“缓慢”
撤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
翰·博尔顿本月 6 日访问以色列期间

说，撤军取决于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确
保库尔德武装获得保护。

恰武什奥卢10日同样强硬回应，
说无论美方是否撤军，土方仍将进攻
库尔德武装控制区，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将决定（进攻）时间，”恰武什奥
卢说，“我们不需要获得任何人批准。”
恰武什奥卢 12 日说，蓬佩奥谈及“消
除土方关切的因素”，是“正确言论”。

只是，他再次“谴责和拒绝”美方
所提撤军条件，重申不放弃进攻库尔
德武装。“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消灭边界
对面的恐怖分子，”恰武什奥卢说，“这
不容置疑。” 据新华社专特稿

1 月 13 日，在日
本首都东京，人们参
加冰水沐浴活动，希
冀 身 体 健 康 ，辞 旧
岁迎新年。

新华社发

日本人沐浴冰水迎新年
据新华社芝加哥 1月 12日

电 （记者徐静） 一场暴风雪 12
日横扫美国中西部地区，5 人在
因路滑导致的车祸中丧生，包括
一名妇女和她14岁的继女。

据当地媒体报道，密苏里州
受灾最重，部分地区积雪厚约 30
厘米。由于积雪覆盖道路，密苏
里州圣路易斯市附近的州际公路
当天堵车数小时之久，甚至还有
公路堵车长达8小时。圣路易斯
市兰伯特国际机场大部分航班延
误或取消。

截至当天下午，密苏里州警
察共接到3000多个求助电话，涉
及 700 多个交通事故、1300 辆受
困车辆。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图显
示，这场暴风雪11日进入堪萨斯
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然后一路向
东，预计 13 日将给华盛顿特区、
马里兰州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带
来降雪，然后进入中大西洋地区。

暴风雪席卷美国
中西部5人丧生

据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多名
消息人士13日披露，韩国军方采
购的首批 F-35 型隐形战机定于
3月到货。

韩国军方采购 40 架 F-35A
型战机。上述消息人士告诉韩联
社记者，首批两架F-35战机定于
3 月下旬运抵首尔，可能 4 月或 5
月部署到部队。

韩国采购首批美制
F-35战机3月到货

据新华社哈拉雷 1月 12日
电 （记者张玉亮） 津巴布韦总
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12日晚宣
布，为解决燃油短缺问题，从 13
日零时起大幅上调汽柴油价格。

据悉 ，汽 油 价 格 从 1.37 美
元/升上调至 3.31 美元/升；柴油
价格从 1.24 美元/升上调至 3.11
美元/升。

津巴布韦大幅上调
汽柴油价格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 1月 12
日电 利伯维尔消息：加蓬总统
府 12 日向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
显示，加蓬总统邦戈宣布任命新
总理。

在视频中，加蓬总统府秘书
长宣读总统令，宣布任命劳动、就
业和职业培训部长朱利安·恩科
格·贝卡莱为新总理，取代现任总
理恩贡戴。贝卡莱当天对媒体表
示，加蓬新内阁成员名单将于 14
日公布。

加蓬总统
任命新总理

据新华社东京 1月 13日电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日前发布
的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日本国
内梅毒患者达6923人，比上一年
猛增约 1100 人。这是日本梅毒
患 者 人 数 时 隔 48 年 再 次 超 过
6000人，专家认为原因在于手机
社交软件的使用。

专家指出，2012 年左右，社
交软件在日本开始普及，成为梅
毒传播的温床。

日本梅毒患者
快速增多

法国政府12日在全国范围部署8
万名安全部队人员，以应对巴黎等城
市可能出现的示威。政府高级官员承
诺严防暴力事件。

严阵以待
去年11月以来，法国巴黎等城市

的民众每周六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上调
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

巴黎警察局局长米歇尔·德尔皮
埃什11日说，次日巴黎示威人数可能
会超过一周前的3500人，暴力袭击风
险继续上升；巴黎市政府部署大约
5000名警察和多辆装甲车。

法国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
塔内 11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誓言严打
暴力活动，“发起示威的那些人知道会
发生暴力事件，因此负有部分责任”。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上周说，政

府将建立一份特别档案，用于识别暴力
分子，禁止这些人参加游行和集会。

多项举措
法国政府去年调高燃油税，理由

是减少碳排放，但因导致物价上涨而
招致民众不满。一些反对者要求总
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辞职。按照美
联社的说法，示威者要求对法国经济
和政治做“更深层次的改变”。

马克龙已经宣布一系列举措，包
括为低收入者提高工资、减轻征税，以
期挽回支持率。

他上周宣布，从本月 15 日开始、
为期三个月内，在全国各地市政厅和
网络上征集民众意见，主要涉及税务、
绿色能源、制度改革和公民身份四个
方面。

据新华社专特稿

全国部署安全部队8万人

法国加强警戒防骚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