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刘艳/校对：刘艳/组版：赵勇 ANSHUN DAILY 时 事 8 2018年1月8日 星期一

●办公室：0851-38118990 编辑部：0851-38118963 ●广告经营许可证：安工商字01103-0016 ●安顺工投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社大马士革1月6日电 据
叙利亚通讯社6日报道，叙政府军当
天对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极端组织
据点发动突袭，收复数十个村镇。

叙通社援引政府军指挥官的话
报道说，政府军向极端组织“征服阵
线”在伊德利卜省东南部的多个据点
发动突袭，收复包括50余个村镇在内
的大片领土。

据报道，政府军在行动中重点打
击了武装分子的补给线，摧毁其装备

和车辆，同时捣毁极端组织在山区的
大量据点。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
权观察组织”说，叙政府军和反对派
武装6日在哈马省和伊德利卜省交界
地区爆发激战，叙空军对反对派武装
重要据点汉谢洪镇及附近地区发动
猛烈空袭。

近期，叙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及
哈马省对极端组织发动大规模军事
打击，收复了大量据点。

叙政府军突袭极端组织据点
收复数十个村镇

新华社利雅得1月6日电 沙特
阿拉伯检察机关6日发表声明说，王
宫卫队日前逮捕了11名在首都利雅
得聚众抗议的王室成员。

声明说，这11人日前聚集在利雅
得省政府门前，要求萨勒曼国王取消
停止为王室成员支付水电费的命
令。他们还为一名王子的家人索要
经济补偿，这名王子已因杀害平民被
判死刑。这11人因拒绝离开而被王
宫卫队逮捕，关押在利雅得一座监狱

中等待审判。
声明还说，萨勒曼国王多次重

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若违反法
律和法规，任何人都将受到惩罚。

这是在两个多月内沙特第二次
大规模逮捕王室成员。2017 年 11
月 4日，萨勒曼国王宣布成立以王
储穆罕默德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
会，以打击贪污腐败和侵吞国家财
产行为，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 200
多人被捕。

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
商业性象牙加工销售活动。这是中国
送给大象家族的新年礼物，更是负责
任大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连日来，国际社会纷纷点赞中国
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努力，认为这
一决定彰显中国打击盗猎行为的决
心，以实际行动为世界作出榜样。

中国决心 有目共睹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中国的
象牙贸易禁令从源头上铲除猎杀野生
动物的土壤，让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非
法猎杀者头上高悬。

总部设在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
会表示，中国这一决定影响巨大，有
利于进一步遏制非洲象遭受非法屠
杀和贩运的趋势。该组织负责非洲
事务的主管弗雷德·夸梅·库马说，在
保护野生大象方面中国展现出“伟大
的领导力”。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专家米
利肯认为，中国的这一决定展示其在
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责任感，以及与
世界各国共同打击盗猎行为的决心。

博茨瓦纳保护大象组织“Ele-
phants Scents”董事会成员塞克尔
说，象牙贸易禁令使非法进入中国的

象牙数量下降了80%。“中国作出了一
个历史性的影响世界的决定。”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东南亚
区域负责人克里什纳萨米说，中国禁
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意
义深远。她呼吁各方加强合作，让中
国采取的措施发挥更大作用。

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主席塞布尼
亚说，中国对支持非洲野生动植物保
护项目的承诺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采
取了务实的措施。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
问胡逸山认为，中国就保护野生动植
物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中国的这一
举措在全球层面意义深远，对于保护
濒危动物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中国榜样 示范引领

中国全面禁止象牙贸易的决定和
相关举措，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起到引领示范作用，有利于全球合力
打击盗猎行为。

世界自然基金会驻泰国保护项目
负责人康登说，中国关闭象牙市场在
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上的带头作用意义
非凡，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有望在中
国的带领下关闭其象牙贸易市场。

在卢旺达环境保护专家巴库恩齐

看来，这一举措体现了中国政府打击
大象盗猎和保护大象的政治意愿，在
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中国正为世界作出
榜样。中国政府此举对关闭日本、泰
国和越南等世界主要象牙贸易市场具
有重要意义。

塞布尼亚认为，在打击大象盗猎
和非法象牙贸易上中国已成为先行
者，其他国家应效仿这种做法。非洲
国家应承担起保护大象的责任，像中
国政府一样采取稳固而有力的法律
措施。

斯里兰卡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员
阿布哈亚古纳瓦德纳希望斯里兰卡向
中国学习，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大象等
野生动物。

世界自然基金会驻坦桑尼亚代表恩
古萨鲁高度赞赏中国积极履行在抵制象
牙贸易、打击盗猎方面的承诺，呼吁目前
尚未实施象牙贸易禁令的国家积极效仿
中国，共同抵制象牙制品贸易。

中国担当 鼓舞世界

全面禁止象牙贸易展现中国负责
任大国形象，对世界各国加强打击大
象盗猎现象起到促进作用。

塞布尼亚指出，中国积极履行打
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的国际

义务，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几内亚国家自然保护和濒危物种

管理局局长凯塔表示，中国全面停止
商业性象牙加工销售活动的决定“对
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这将有助
于扭转非洲大象数量下降的现状”。

博茨瓦纳环境、野生动物和旅游
部长切凯迪·卡马认为，中国此举给非
洲地区大象的未来带来希望，中国的
象牙贸易禁令是减少大象偷猎的“最
伟大一步”。

阿布哈亚古纳瓦德纳表示，中国
全面禁止象牙贸易将对全球非法象牙
交易起到震慑作用。

津巴布韦野保组织“保护任务力
量”主席罗德里格斯期待中国与非洲
象数量较多的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打
击象牙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

莫桑比克环境学家塞拉说，中国
全面禁止象牙贸易将给莫桑比克北
部特别是尼亚萨省的种群保护带来
积极影响。目前在莫桑比克戈龙戈
萨保护区，盗猎活动日益减少，大象
种群逐渐恢复。

塞克尔说，中国政府这一“战略决
定”将使打击偷猎的活动恢复活力。
中国激发其他政府和个人为阻止涉野
生动物犯罪而行动。

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6日说，愿意和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他
表示，希望韩朝两国将于9日举行的
会谈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特朗普当天在美国马里兰州戴
维营对媒体说，他对与金正恩通过电
话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非
没有前提条件”，美国对朝立场非常

“坚决”。
谈到韩朝定于9日举行的会谈，

特朗普说，“百分百支持”会谈举行，
希望会谈内容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韩国统一部5日确认，朝鲜同意9
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
行韩朝高级别会谈。会谈将讨论包
括韩国平昌冬奥会参赛事宜在内的
韩朝关系改善等问题。

金正恩1日表示，朝鲜有意派代

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北南当局可就
此进行紧急会谈。韩国政府2日向朝
方提议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
会谈。金正恩3日下令重新开通板门
店朝韩联络热线。对于半岛出现的
和平信号，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发言人
近日表示，韩朝之间无论开展什么形
式对话，美国都怀疑朝鲜诚意。在朝
鲜作出弃核的明确努力前，美国对韩
朝间任何形式对话“不会当真”。

去年以来，朝鲜进行核试验并多
次试射导弹，美韩两国则扩大军演规
模，朝鲜半岛局势不断呈现紧张态
势。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坚持奉行
所谓“最大施压”政策，以期迫使朝鲜
弃核，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今年1
月中旬，美国将和多国在加拿大温哥
华举行会议，商讨下一步朝核问题解
决策略。

新华社柏林1月6日电 德国外
长加布里尔6日在德国西部戈斯拉尔
会见了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双方
表示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这是
德土两国为缓和双边关系所做的又
一次努力。

恰武什奥卢在双方举行的联合
记者会上说，德土双方同意并希望通
过对话解决当前的紧张关系和分
歧。他还表示，土耳其愿再次加入欧
盟关税联盟。

加布里尔在记者会上宣布恢复
德土联合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两
国关系恶化后停止运作。加布里尔
还表示双方将尽最大努力，为未来找
到更多共同点。

2016年 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
事政变，土耳其政府随后开展肃清政
变支持者的行动。欧盟指责土耳其
政府以办案为名进行大规模“清
洗”。2016年12月，欧盟成员国一致
同意暂停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

德国政府对土方的批评声音尤
为激烈。土耳其政府则指责德方庇
护政变支持者，并逮捕数名在土耳其
的德国公民，包括记者和人权活动人
士。两国还大打口水战，双边关系严
重恶化。

2017年11月5日，恰武什奥卢在
土耳其安塔利亚会晤了加布里尔，双
方谈及棘手话题和相互的期待，并就
加深双边对话达成了一致。

德国土耳其外长会晤
寻求缓和双边关系

新华社首尔1月7日电 韩国统
一部7日表示，朝方当天向韩方通报
了参加韩朝高级别会谈的代表团成
员名单。前一天，韩国政府已向朝方
通报韩方代表团成员名单。

据韩国媒体援引统一部官员的
消息说，参加韩朝高级别会谈的朝方
代表团团长为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
员会委员长李善权。此外，朝方代表
团成员还包括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副委员长、体育省副相、祖国和平统
一委员会部长、民族奥林匹克组织委
员会委员等4人。

韩方派出的代表团团长为统一
部长官赵明均。此外，代表团成员还

包括统一部次官、文化体育观光部第
二次官、国务总理室审议官、平昌冬
奥会及冬残奥会组委会企划事务次
长等4人。

韩国政府2日向朝方提议9日在
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就朝方
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南北关系改
善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韩
国统一部5日确认，朝鲜同意9日在
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韩
朝高级别会谈。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1月
1日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朝鲜有意
派遣代表团参加即将举行的平昌冬奥
会，北南当局可以就此进行紧急会谈。

韩朝高级别会谈
双方代表名单已确定

坚定的决心 大国的担当
——国际社会点赞中国全面禁止象牙贸易

□新华社记者

进入2018年，国际安全形势依然
存在至少五大地缘风险，即中东冲突、
朝核问题、乌克兰问题、印巴矛盾、阿
富汗动荡。围绕这些地缘冲突，各种
力量在新的一年势必将继续博弈和交
锋，而国际社会将继续寻求解决之道。

地缘风险之一：中东冲突

新年伊始，伊朗国内爆发一系列
游行示威，示威人群要求政府把经济
和民生摆在首位，减少介入地区事
务。那么，伊朗国内政局的变化将对
中东格局产生何种影响？众所周知，
2017年，中东两大阵营对立加剧，争斗
激烈。一方面，伊朗与伊拉克、叙利亚
巩固关系，同时加强与也门胡塞武装、
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形成“什叶派新
月地带”。另一方面，以沙特为首的逊
尼派海湾国家，在美国支持下，联手应
对伊朗一派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年底发表讲话，称美国及其盟友
已经意识到，中东主要矛盾不再是巴
以冲突，而是来自伊朗的威胁。

但分析人士预测，新的一年里，尽
管伊朗内政出现变数，但伊朗外交策
略不会由此出现大幅调整，伊朗不会
削弱对叙利亚的支持，更不会减少与
沙特的对抗，因为与沙特的博弈结果
不但关系到伊朗本国在中东的地位和
生存环境，也关系到什叶派在中东的
前途。同时，应当承认，在特朗普威胁
撕毁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的大
背景下，伊朗国内局势不稳，也可能成
为美国、沙特和以色列进一步遏制伊
朗的有利因素。

2018年，由于各种矛盾相互交织，
加上美俄深度介入，中东博弈只会进
一步加剧。

地缘风险之二：朝核问题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1日发
表的新年贺词中警告称，美国应意识
到，整个美国本土都在朝鲜核打击范
围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朝鲜
领导人有“核按钮”，他也有，而且他的

“核按钮更大更强”。2018年伊始，美
朝就相互“放狠话”，预示着新的一年，
解决朝核问题依然困难重重。

2017年，朝鲜半岛局势刀光剑影、
险象环生，朝方的核导试验和美韩的
军事演习多次让国际社会绷紧神经。
展望新的一年，解决朝核问题依然面
临一个极其难解的“结”，即只要朝鲜
不同意弃核，美国就难以同其展开真
正的谈判，而朝鲜目前没有任何弃核
的意向。此外，中俄主张谈判，反对动
武，但不会改变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
场。半岛局势如何发展有待进一步观
察。

但新年伊始，朝鲜半岛也出现了
值得欢迎的迹象。朝鲜表示，有意派
遣代表团参加不久将在韩国举行的平
昌冬奥会。韩国作出积极回应，提议
举行高级别会谈，就朝方代表团参加
冬奥会、改善南北关系进行开诚布公
的讨论。

国际社会欢迎朝韩关系改善迎来
一线曙光，更期盼在新的一年解决朝
核问题的努力能出现突破。

地缘风险之三：乌克兰问题

2018年，以俄罗斯为一方，以美国
和北约为另一方，双方在乌克兰问题
的博弈会进一步加剧，不排除发生新
的对抗事件的可能性。

去年，乌克兰东部地区战火不断，
乌克兰政府倒向西方的步伐愈加坚
定，不断刺激和挑动俄罗斯的神经。
欧盟批准对乌克兰公民入境欧盟实行
免签待遇，北约也承诺将在未来三年

继续提供援助，帮助乌克兰在军事上
符合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标准。

此外，美国作为域外大国，由幕后
走向台前，利用乌克兰问题向俄罗斯
施压，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博弈逐渐
升级。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同意向
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俄罗斯表示
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越过了红线”。

乌克兰问题事关俄罗斯民族感情
和重要国家安全利益。2018年，俄罗
斯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可能会采取
多种措施趁机加强对俄施压。而把俄
国家利益放在最高地位的普京也不会
轻易让步，甚至会更加强硬。

围绕乌克兰局势，俄与西方国家
之间对抗升级的风险增大。

地缘风险之四：印巴矛盾

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批评
巴基斯坦反恐不力。美国白宫也对巴
基斯坦发出强硬表态，要求巴方在反
恐问题上“付出更多”，表示美方将在
近期采取具体措施向巴方施压。美国
国务院4日宣布，美国政府已暂停向巴
基斯坦提供一笔巨额安全援助，何时
恢复将视巴方在反恐上的“表现”而
定。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打压巴基
斯坦，凸显其欲为印度“撑腰”的意图。

过去一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
什米尔地区交火不断、互有伤亡，但整
体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印度与巴基
斯坦2017年正式加入上合组织，也意
味着两国之间多了一条沟通渠道，有
了合作的新平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南亚问题学者王海霞认为，印
度推行“邻国优先”外交政策，巴基斯
坦积极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促
进国内发展，两国都需要为国内发展
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但是，特朗普政府延续打压巴基

斯坦、拉拢印度的新南亚战略，给地区
局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一方面，
美国加强与印度的双边关系，包括确
认印度作为美国“主要防务伙伴”地
位，另一方面则对巴基斯坦摆出敌视、
指责、施压的姿态。美国在印巴之间

“选边站”，增加了地区平衡被打破的
风险。

地缘风险之五：阿富汗动荡

当前，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依然
严峻，阿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直接对
话没有实质进展，阿富汗民族和解遥
遥无期。

更重要的是，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渗透和转移加剧了阿富汗局势
的危险性。2017年，在叙利亚、伊拉克
被击败后，部分“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转移至阿富汗，使得阿国内局势更加
复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问题专家
魏亮认为，“伊斯兰国”在阿富汗非常
活跃，已成为威胁阿富汗稳定的基本
因素之一。

为应对“伊斯兰国”、“基地”组织
和“哈卡尼网络”的恐怖威胁，美国宣
布暂缓此前宣布的撤军计划，并计划
在2018年向阿富汗增兵3000至4000
人。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阿富
汗问题解决。去年年底在北京举行的
首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
对话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巴
双方愿同阿方一道，“探讨中巴经济走
廊以适当方式向阿富汗延伸”。

阿富汗因其连接中亚、南亚、西亚
的重要地理位置，有“欧亚大陆心脏”
之称，同时还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
在新的一年，降低阿富汗发生新的冲
突的可能性，有利于增进有关各方的
共同利益。

2018，世界求解五大地缘风险
□新华社记者

德国境内
河流水位上涨

1月5日，在德国阿尔夫，消防员在
摩泽尔河畔设置防洪护栏。

近日，暴雨和融雪导致德国境内
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出现洪水与
泥石流。

□据新华社

特朗普表示愿与金正恩
展开有条件对话

沙特阿拉伯逮捕
11名聚众抗议的王室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