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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 委内瑞拉局势如何演变
美国总统特朗普 13 日在白宫与

到访的哥伦比亚总统杜克会晤，重点
讨论了委内瑞拉问题。双方发表声明
称将共同致力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

分析人士认为，哥伦比亚是委内瑞
拉重要的邻国，杜克的访问加强了哥伦
比亚和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合作，
意味着委内瑞拉政府将承受更大的压
力。不过，马杜罗政府并不为所动，局
势如何演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援助”之争

在与特朗普会晤前举行的联合
记者会上，杜克表示，哥伦比亚致力
于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接收援助并令
其能送入委境内。双方在会晤后发
表的声明中也提到要“向委内瑞拉人
民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当前，美国对委“人道主义援助”
是委内瑞拉危机中的一个争议焦点。
委议会主席、反对派成员瓜伊多 1 月
23日自封“临时总统”并要求重新举行
大选后，获得美国及部分拉美和欧盟
国家支持。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
台，美国近日不断加码对委经济、金融
和石油制裁，极大限制了马杜罗政府
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美国又应瓜
伊多请求向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批援助物资已于2月7日抵达哥伦
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对此，马杜罗
公开拒绝接受，指责美方虚伪。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一方面通过
加大制裁使委经济不断恶化，民众不
满增加，另一方面又以应瓜伊多请求
之名提供“援助”，意图陷马杜罗政府
于两难境地。如果马杜罗政府一直
拒绝接受美国“援助”，将面临来自国
内民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如果马杜
罗政府迫于压力接受“援助”，则会在
相当大程度上为瓜伊多加分，而且美
国还能以此作为今后进一步干涉委
局势的借口。

派兵猜测

此次杜克访美受到关注的另一

个焦点，是美国会否出兵哥伦比亚以
军事干涉委内瑞拉，因为美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前曾做出这
样的暗示。

博尔顿 1 月 28 日在白宫记者会
上和美财政部长姆努钦宣布制裁委
内瑞拉石油公司。现场记者拍到当
时他手持的记事本上写有“向哥伦比
亚派兵 5000 人”字样，引发美国可能
军事干涉委内瑞拉的猜测。许多专
家认为，博尔顿是故意通过此举发出
美国正计划从哥伦比亚对委采取军
事行动的信息，以恫吓委军队和民
众。不过哥外交部随后表示对此并
不知情。

在此次与杜克会晤前的联合记
者会上，特朗普表示，面对委内瑞拉
问题，美国“有很多选项”。当被记者
问及他是否会向哥伦比亚派遣 5000
名美军以应对委局势时，特朗普言辞
闪烁，只说“你会知道的”。

杜克此前一直未对是否允许美
军进驻哥委边境地区明确表态。不
过他在13日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利
马集团将于下周在哥首都波哥大举
行会议，届时委内瑞拉问题将是重要
议题。

利马集团由 13 个拉丁美洲国家
和加拿大组成，其中大多数国家支持
瓜伊多，不过该集团曾明确拒绝军事
干预委内瑞拉。有分析认为，杜克上
述表态表明，当前非军事手段仍是应
对委内瑞拉局势的首选。

不过俄罗斯战略研究所舆论媒
体联络中心主任伊戈尔·普舍尼奇尼
科夫认为，美国已经表示“所有方案
都有可能”，如果经济封锁、街头示威
和军队叛乱的盘算无法奏效，美国将
有可能向哥伦比亚派兵。

委内瑞拉安德烈斯·贝略天主教
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政治分析家斯
特林表示，美国不断对委施压甚至
不排除通过军事选项让其“援助”物
资进入委内瑞拉，虽然哥伦比亚反
对使用武力解决委内瑞拉问题，但
在目前形势下，哥政府的态度有可
能发生变化。

自封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胡
安·瓜伊多 13 日声称，委内瑞拉议会
已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及其在美国
的子公司“任命新董事会”。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在同一天播出的采访中说，瓜伊多“迟
早”会因违反宪法而接受法庭审理。

委内瑞拉议会 2015 年底至今由
反对党联盟控制，瓜伊多今年 1 月 5
日起出任议长。这名 35 岁的反对派
成员13日在社交媒体“推特”说，议会
已经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和雪铁戈
石油公司分别任命新董事会。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是国有企业，

雪铁戈是这家企业在美国的子公司。
只是，最高法院2017年初裁定，议

会处于非法状态，所作决定一概无效。
美国 1 月 28 日制裁委内瑞拉石

油公司，冻结这家企业在美国的资
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它做交易。雪铁
戈公司获准继续运营，但收入存入美
方指定账户。

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议会任命
的雪铁戈公司董事会由 6 人组成，包
括现居美国的委内瑞拉人和一名美
国人。不清楚新董事会将如何争夺
雪铁戈公司控制权。知情人士说，雪
铁戈董事会的争夺可能触发诉讼。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和雪铁戈公
司没有作回应。路透社1月下旬以知
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雪铁戈公司董
事会正着手制定应对策略，以防止企
业资金遭转移或董事会遭替换。

委内瑞拉大约96%的外汇收入来
自石油出口。美国是委内瑞拉石油
第一大进口国，所购石油占委方石油
出口总量将近一半。委内瑞拉是美
国第三大石油供应国。

在13日播出的采访中，马杜罗指
认瓜伊多企图分裂国家并让美国干
涉委内瑞拉内部事务。他警告美国
不要军事干预。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3 日在总
统府工作会议上表示，委内瑞拉未来
要着重发展生产力，努力成为食品出
口国，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他呼吁
所有生产部门凝聚力量，保证经济运
行稳定，满足人民日常需求。

马杜罗重申，委内瑞拉不会向帝
国主义屈服，试图破坏委经济秩序的

行为不会成功。他指责美国在未经
委内瑞拉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试图向
委境内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表
示这并不是真正想帮助委内瑞拉的
做法，并称美国总统应把这些物资分
给美国的穷人。

近日，一批美国提供的援助物资
抵达哥伦比亚东北部边境城市库库

塔，并设法越境进入委内瑞拉。委政
府拒绝这批物资入境，指责美方虚
伪，称所谓人道主义援助是“作秀”。
委反对派成员、议会主席瓜伊多12日
则表示，本月23日他担任“临时总统”
将满 1 个月，届时将实现让国际援助
物资进入委内瑞拉的目标。

美国负责委内瑞拉事务的特别
代表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 13 日说，
美国目前不倾向对委内瑞拉采取军
事行动。

艾布拉姆斯当天在出席国会众
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
上作出上述表示。他说，对委动武
不是美国的政策，美方将寻求通过
人道、经济、外交等手段处理涉委事
务，但美国仍保留对委内瑞拉的所
有选项。

艾布拉姆斯说，美国已经取消了
委最高法院数名成员赴美的签证，未
来将继续对马杜罗政府施压。他还
透露，美国和俄罗斯已就委局势进行
了几次对话，但成效不大。

众 议 院 外 交 事 务 委 员 会 主 席
恩格尔发言说，他对总统特朗普屡
次暗示不排除对委采取军事行动
的言论感到担忧，但国会不会支持
美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这一方案

“不在选项之列”。根据美国法律，

美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需得
到国会批准。

恩格尔还说，白宫必须思考对委
国家石油公司的制裁可能给委民生
带来的影响，美须继续评估制裁措施
的效果。此外，白宫当前的移民政策
可能加剧委难民危机。

当天，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了来访
的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被问到美国
是否会对委动武时，特朗普重申不排
除任何选项。

1月23日，瓜伊多在一场反对党集会活动中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要求重新举行大选。美国及一些拉美
国家立即对瓜伊多表示支持。为逼迫马杜罗下台，美国近日不断加码对委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还表示不
排除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局势如何演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杜克会晤特朗普 委内瑞拉再承压

反对派争油企 马杜罗指违法

马杜罗说委内瑞拉将着重发展生产力

美高官称目前不倾向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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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天局13日宣布，由于历经8
个多月努力也没能“唤醒”失联的“机
遇”号火星车，“机遇”号任务正式终结。

12日晚，任务团队最后一次尝试
向“机遇”号传输指令，但依然没有任
何回应。

“机遇”号项目经理约翰·卡拉斯
13 日在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已经尽了
最大努力，尝试了所有可能恢复‘机
遇’号通信的方法。我们认为，再次
收到‘机遇’号反馈的希望已经极其
渺茫，因此决定结束任务。”

“机遇”号与地球的最近一次联

络是在去年6月10日。
去年 5 月底，火星上刮起强烈尘

暴，覆盖了火星表面的四分之一。“机
遇”号的太阳能电池板无法接收到足够
光照，随后进入休眠状态，与地球失联。

过去 8 个月里，地面团队一直尝
试联系“机遇”号，向其传输了上千条
任务指令。上月底，科研人员针对几
种可能的故障向“机遇”号传输一系
列新指令，但均未得到回应。

“机遇”号和其“孪生兄弟”“勇
气”号火星车于 2004 年登陆火星，设
计工作寿命 3 个月，任务包括找寻火
星上水和生命的迹象等。

“勇气”号已于 2011 年结束使
命。“机遇”号实际工作时间近15年，在
这颗红色星球上的总行驶里程超过45
公里，创造了人类探测器在外星的最
长行驶距离纪录，获得了包括火星上
曾存在“可饮用的水”等重要发现。

美国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
廷说，“机遇”号给人类留下宝贵的财
富，将激励人们继续探索火星。目前，
美国仍在继续和将要开展的火星任务
包括“好奇”号火星车、“洞察”号探测
器、“火星2020”项目等。“正是因为有
像‘机遇’号这样的开拓性任务，将来
才会实现人类宇航员在火星上行走”。

广东省纪委监委14日对外通报，
肇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江森源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江森源曾任肇庆

市德庆县委宣传部部长、德庆县委副

书记、肇庆市端州区委书记，2016年3
月开始任肇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
长。

阿富汗塔利班组织 13 日宣布，将于 18 日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与美国代表举行新
一轮谈判。双方原定本月 25 日在卡塔尔谈
判。双方均未解释计划变更的原因。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说，塔
利班将派一个 14人代表团赴伊斯兰堡与美方
谈判，原定25日谈判会如期举行。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没有收到任何会

谈的正式邀请。”美国媒体报道，这一说法可信
度存疑，因为美方通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与
阿富汗塔利班对话。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
梅·哈利勒扎德预期将赴伊斯兰堡与塔利班代
表谈判。他本周早些时候会晤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和欧洲联盟官员，商讨阿富汗和平进程。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下周谈判

美“机遇”号火星车任务正式终结

广东肇庆市副市长江森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 13 日裁
定，特朗普总统前竞选团队负责人
马纳福特由于撒谎，违反了与“通
俄”调查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
达成的认罪协议。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
区法官埃米·伯曼·杰克逊当天表
示，马纳福特就与“通俄”调查相关
事宜向联邦调查局、米勒办公室和
大陪审团“多次故意进行不实陈
述”。

杰克逊说，马纳福特就他与一
名俄罗斯籍商业伙伴的交流内容
撒谎，米勒办公室已提供相关证
据。

马纳福特于 2016 年 3 月加入
特朗普竞选团队，同年 6月成为竞
选团队负责人，当年 8月因收受乌
克兰亲俄政治势力酬劳并为其进
行政治游说一事曝光被迫离职。

2017 年 10 月，米勒团队以洗

钱、密谋反美等起诉马纳福特。去
年 9月，马纳福特承认密谋反美和
密谋妨碍司法两项罪名，并同意配
合米勒团队的调查工作。去年 12
月，米勒团队指控马纳福特在配合
调查期间撒谎。马纳福特此后曾
否认故意撒谎。

法律分析人士指出，杰克逊的
裁决意味着马纳福特已失去被“从
轻发落”的机会，或面临更重量
刑。据悉，该案将于 3 月 13 日宣
判。

此外，马纳福特去年 8 月还被
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陪
审团裁定有 8 项罪名成立，包括 5
起税务诈骗、两起银行诈骗和一起
隐匿海外银行账户罪。该案的宣
判日期尚未确定。

特朗普长期指责米勒调查是
一场政治“猎巫”。俄罗斯一直否
认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美联邦法官裁定
特朗普前竞选团队负责人违反认罪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