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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演习合并

一名韩国政府人士6日告诉韩联
社记者，韩国军方计划 5月 27日至 30
日首次举行代号为“乙支太极”的民官
军联合演习。往年，韩国政府举行“乙
支”演习，作为韩美大规模联合军演

“乙支自由卫士”的组成部分；韩国军
方则单独举行“太极”演习。

从今年起，“乙支”演习和“太极”
演习合并为“乙支太极”演习，采用民
间、政府、军方共同参与的新演习模
式，不仅操练抵御外部军事侵略，而且
练习应对恐怖袭击、大规模自然灾害
等事件。据这名消息人士披露，通常
8月举行的“乙支自由卫士”今年预期
会正式取消。

“乙支自由卫士”美韩大规模联合
军演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最初代号为

“乙支焦点透镜”，2008 年改为现名。
美朝领导人 2018 年 6 月首次会晤，美
韩随即叫停同年8月“乙支自由卫士”
军演。这一军演 2017 年 8 月举行，为
期11天，美方出动大约1.75万名军人。

三大军演停办

自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韩

美每年例行举行三场大规模军演，分
别是春季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八
九月份的“乙支自由卫士”。

朝鲜认定这类军演是对朝方的威
胁和恐吓，一直强烈要求韩美停止。

韩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本月 3
日分别宣布从今年起停止举行“关键决
断”和“秃鹫”联合军演，为旨在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创造条件。

韩美官员说，韩美商讨并决定缩
减春季军演规模“已经有一段时间”，
与2月底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无关。

其中，2007年以来以电脑模拟为
主要形式的“关键决断”停用这一代
号，改为韩文名称“同盟”；延续 58 年
的实兵野战演习“秃鹫”完全终止，改
由贯穿全年的小规模演练替代。

韩美4日至12日举行今年第一次
“同盟”指挥所演习，故名“19-1同盟”

演习，与“关键决断”相比兵力减少、日
程减半。

随着韩国政府人士 6 日披露“乙
支自由卫士”同样将取消，这意味着韩
美三大军演今年都将终止，由小规模
演习取代。

披露新方案！韩美今年终止三大
军演。

杨舒怡 新华社专特稿

美高官称
若朝鲜不弃核美国将加强制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
顿5日说，如果朝鲜不愿放弃核武器，
则美国不仅不会解除对其制裁，还会
加强制裁措施。

博尔顿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商
业新闻电视台电视节目专访时表示，
在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后，朝鲜或
将做出决定，显示其是否有诚意与美
国对话并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如果朝方不愿这么做，美国不仅
不会解除对该国制裁，还将在制裁措
施上寻求“加码”。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网站在一则报道中援引美国朝鲜半岛
问题专家发布的研究报告内容称，朝鲜
在河内会晤后开始寻求“迅速重建”西
海卫星发射场里的远程火箭发射地。

日前，博尔顿在接受多家美国媒
体采访时为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成
果辩护，称两国领导人就大量问题进
行了对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所加
强。他同时称，朝鲜在通过弃核换取
美国解除制裁方面做出的“让步有
限”，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完全准备
好和朝方继续对话”，并对谈判前景持
乐观态度。

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于2月27
日至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但此次会
晤比原定计划提前结束。因在解除对
朝制裁和无核化措施方面存在分歧，
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记者 朱东阳 刘品然
新华社华盛顿3月5日电

韩美今年终止三大军演
核心
提示

韩国政府人士6日说，军方打算5月下旬举
行首次“乙支太极”演习。这一演习由韩美军演中
的部分项目与其他演习合并而成，而原定八九月
举行的韩美大规模军演“乙支自由卫士”预期将予

取消。这意味着，“关键决断”、“秃鹫”和“乙支自由卫士”韩
美三大军演今年都将终止，由小规模演习取而代之。

据新华社旧金山3月5日电
（记者吴晓凌） 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的2019年全球信息安全产业RSA
大会上，中国360企业安全集团的
几项成果 5 日获颁美国知名网络
安全杂志《网络防卫杂志》评选的
多个信息安全奖项。

《网络防卫杂志》每年会对全

球约3000家信息安全企业进行筛
选，评选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类
奖项。

今年，360 企业安全集团的威
胁情报、天机 TrustSpace 安全工作
空间、虚拟化安全管理系统分别获
得“最佳产品”“下一代”和“前沿科
技”三个奖项。

中企成果获颁
美网络安全杂志多个奖项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5日电
（记者熊茂伶 高攀） 美国财政部
长姆努钦日前敦促国会尽快提高
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同时宣布财政
部已开始采取非常规措施，以避免
政府债务违约。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
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
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

“红线”，意味着财政部的借款授权
用尽。

美国国会此前将政府债务上
限设定为 20.5 万亿美元。财政部
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 11 日，
美国公共债务规模首次突破22万
亿美元。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预计，财
政部的非常规措施或仅能维持到9
月底本财年结束，如果届时国会仍
未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或者
未允许其继续“越线”发债，政府或
将面临公共债务无法偿付的困境。

美财长敦促国会
尽快提高政府债务上限

据新华社首尔 3 月 6 日电
（记者陆睿 耿学鹏） 韩国首尔高
等法院 6 日批准了韩国前总统李
明博提出的保释申请，李明博在被
拘禁近一年后获准保释回家。

根据保释条件，保释期间李明
博仅能在首尔市内一处私宅活动，
外出、通讯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与
配偶等直系亲属及律师等人见
面。李明博还需缴纳 10 亿韩元

（约合600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
此外，李明博须每周向法院

提交一次有关遵守保释条件的报
告书。如果期间违反保释条件，
李明博将再次被拘捕、没收保释
金，并可能面临 1000 万韩元以下
的罚款。

法院在发布的一份解释材料
中说，作出保释决定并非是考虑到
被告人的健康状态，而是案件审理
时间将超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被
告人4月8日羁押期满释放后存在
湮灭证据的可能性，因此批准了被
告人的保释申请。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获准保释

新华社华沙3月5日电（记
者张章 陈序） 波兰总理莫拉维
茨基5日说，波兰政府的首要任务
不是加入欧元区，而是让本国居民
的收入提高到西欧国家水平。

莫拉维茨基当天在接受波兰
国家电台采访时说，采用欧元得
不偿失，使用兹罗提更有利于保
证民众的富足生活，波兰政府的
当务之急是提高居民收入。他以
邻国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为例说，
使用欧元导致上述两国物价上

升，因此很多边境地区的居民都
选择到波兰购物。

波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8 年波兰经济增长 5.1%，是欧
盟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今明
两年波兰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
3.5%和3.2%。

波兰 2004 年加入欧盟，至今
仍使用本国货币兹罗提（1美元约
合 3.8 兹罗提）。欧盟数据显示，
2017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为1.37万美元。

波兰暂不考虑加入欧元区

3月5日，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个鲜花市场，市民选购鲜花。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鲜花作为受女性欢迎的礼物，节日前夕在莫

斯科热销。 新华社发

“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

俄罗斯鲜花热销

3 月 5 日，在比利时南部小镇班什，当地居民装扮成“憨人”形象，在
游行中向游客扔血橙。据说，血橙代表祝福，接到或被扔到的人都会交
好运。

当日是2019年比利时班什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也是高潮部分。起源
于中世纪的班什狂欢节寓意辞旧迎新，并于2003年11月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班什当地居民打扮成“憨人”“水手”“农
夫”“小丑”等形象，和游客一起参与狂欢。“憨人”是吉祥与快乐的代言人，
也是班什狂欢节最具标志性的形象。 新华社记者 张 铖 摄

比利时班什狂欢节迎来高潮

上图：3月1日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的约翰·肯尼迪航天中心拍摄的等
候发射的“猎鹰9”火箭和“龙”飞船。

下图：3月2日，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的约翰·肯尼迪航天中心，美国航
天局宇航员埃里克·博（左）和其他工
作人员一起观看搭载“龙”飞船的“猎
鹰9”火箭发射。

在美国载人版“龙”飞船与国际
空间站顺利对接后，空间站的 3 名
宇航员5日恢复了正常作业。按计
划，“龙”飞船将于 8 日脱离空间站
返回地球。载人版“龙”飞船2日首
次试飞，3 日成功与国际空间站自
动对接。 新华社发

美国载人版“龙”飞船即将返回地球

马杜罗谈反帝

马杜罗 5 日在首都加拉加斯一
座军方基地出席前总统乌戈·查韦
斯逝世 6 周年纪念仪式。他称赞军
方“成功保卫国家边界和命运”。

马杜罗所指是军队 2月 23日在
边界挡住从邻国哥伦比亚和巴西驶
来、运输美国“援助”物资的反对派
车队。

“ 疯 狂 的 少 数 派 继 续 满 怀 忿
恨。我们将击败他们，必将如此，”
马杜罗说，“任何人、任何事休想破
坏这个国家的和平。”

马杜罗号召委内瑞拉全国民
众本周六参与“反对帝国主义者”
集会。

美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
“临时总统”，予以全面支持，对马杜
罗政府加大制裁力度。马杜罗谴责
瓜伊多在美方策划下图谋政变。就
瓜伊多自封总统，委内瑞拉最高法
院和军方认定马杜罗是合法总统，
反对篡权图谋。

瓜伊多谋罢工

瓜伊多5日在加拉加斯告诉媒体
记者，他正联络多个公共部门的工会，
准备发起罢工，目标是使公共部门瘫
痪。瓜伊多声称“（对马杜罗）施压才刚
刚开始”，但没有提及何时发动罢工。

这名35岁的反对党成员前一天
乘飞机回国。他2月22日不顾最高
法院的离境禁令出国，先后在哥伦比
亚、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和厄瓜多尔

逗留，为自己争取支持，其间 2月 23
日在哥伦比亚边境组织支持者把美
国物资运入委内瑞拉，没有成功。

美官员提制裁

美国政府两名官员5日说，考虑
对马杜罗方面追加制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
翰·博尔顿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电
视台，美方正考虑新一轮制裁，目的
是加强金融管控，使马杜罗方面得
不到“继续执政所需要的资金”。

美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第一大进
口国。美国政府1月28日起制裁委
内瑞拉石油公司，冻结这家国有企
业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
它做交易。5日早些时候，美国政府
委内瑞拉事务特别代表埃利奥特·
艾布拉姆斯在记者会上说，美方考
虑对关联马杜罗政权的第三国公民
或实体施行制裁。他同时声称，美
方有多种方式影响委内瑞拉金融系
统，必要时会出手。

吴宝澍 据新华社专特稿

马杜罗号召反帝 瓜伊多图谋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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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总
统尼古拉斯·马杜
罗5日说，政府必
将击败“疯狂的少

数派”、维护国家和平。同一
天，反对派成员、自封“临时
总统”的胡安·瓜伊多声称正
与多个公共部门的工会商量
发动罢工。

●阿尔巴尼亚外交部5日宣布，
在2019年旅游旺季给予中国等
8个国家免签证待遇。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耶
兹·萨拉杰5日说，利比亚今年年
底前将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

●巴基斯坦军方5日说，巴海军
舰艇4日晚间监测到一艘企图入
侵巴领海的印度潜艇，随后成功
将其驱离。印方对这一说法予以
否认。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5
日宣布批准一项新实验，旨在利
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寻找一
些假想粒子，包括与暗物质、中性
粒子等有关的所谓“暗光子”等。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
6日说，政府将把57名寻求庇护
者送去属地圣诞岛的难民留置中
心接受医疗服务，因为那些人“对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航天局5日宣布，美“洞
察”号无人探测器的温度测量装
置在从火星表面下探过程中受
阻，将暂停两周以研究对策，所幸
该装置的测量功能运行正常。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与日本宇
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合
作，制造一系列探测月球的月球车。

●意大利知名景区五渔村发布禁
令，禁止游客穿人字拖鞋进入，违
者将面临50欧元至2500欧元
（约合 379 元人民币至 18958
元人民币）罚款。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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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吉隆坡 3 月 6 日电
（王大玮） 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张
念群 6 日在吉隆坡出席“2019 年留华
高等教育展”时表示，希望更多马来西
亚学生到中国留学深造，成为能够帮
助国家建设的人才。

本次教育展的主办方马来西亚留
华同学会会长莫泽林介绍，今年的教
育展共有39所中国高校参加，包括天
津大学、暨南大学等，共向马来西亚学
生提供超过400份奖学金。

马来西亚教育官员
鼓励学生留学中国

据新华社维也纳3月6日电 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会议6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伊朗副外长
阿拉格希及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
相应官员与会。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
长傅聪率团出席。

傅聪说，去年7月和9月两次伊核
外长会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及国际
社会广泛支持下，维护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效，协议执行
机制有序运转。下阶段各方要继续坚
持原则、保持团结，推动全面协议得到
持续执行，共同抵制单边制裁和“长臂
管辖”。只要有利于维护全面协议的
事情，中方都支持，同时中方也会坚定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各方重申维护和执行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