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国 际责任编辑 /宋 坤 Tel：010-66720063 E-mail：songkun723@163.com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8月 8日，巴勒斯坦发表声明，对以
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的行为进
行谴责，并称这一做法“触碰了所有红
线”，巴以矛盾因定居点问题再度激化。

7月 3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曾公开表示，以色列不会撤除约旦河西
岸任何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同时计划在
未来几年内继续在约旦河西岸新建约
8000套房屋。这一声明使巴以在犹太
人定居点问题上的矛盾再度尖锐化。8
月 8日，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约旦河西岸
犹太人定居点兴建650套新住房的奠基
仪式时，又表示以色列将在这一地区修
建更多定居点。

针对以色列的行动，巴勒斯坦总统
府发言人阿布?鲁代纳在8月8日当天发
表一份声明，称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的做
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4号决
议，巴方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鲁
代纳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已经指示
外交部长马勒基，将以色列的这一做法
列入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的起诉文件。

8月8日当天，联合国被占巴勒斯坦
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林克
和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雷拉尼?法哈
呼吁，国际社会有责任遵守对巴勒斯坦
人民的承诺，采取果断行动，阻止以色
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大量房屋作为犹
太人定居点。他们呼吁：“在占领领土
建设民用定居点是非法的。以色列的
行为显示出，该国计划永久占据领土，
并进一步夺取主权……如果没有后果，
那么批评将是空洞的。如果国际社会
切实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并反对以
色列定居点，那么现在是采取有意义行
动的时候了。”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平之
路上最深刻、最尖锐的矛盾之一。1947
年 11月 29日，根据联合国通过的《巴勒
斯坦分治决议》（联合国第181号决议），
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归拟成立的阿拉伯
国家巴勒斯坦。但以色列在 1967年的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这一地区，修
建供以色列犹太人聚居的“犹太人定居
点”。以色列政府为支持定居点建设，
向定居者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大量
犹太人涌入，截至 2018年，共有约 44.8
万犹太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上百个
定居点中。

巴勒斯坦方面坚持声称约旦河西
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建设是非法的，在
任何和平协定下，犹太定居者都必须离
开，除非以色列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
建设，否则巴勒斯坦将拒绝恢复巴以和
谈。2016年 12月 23日，联合国安理会
以 14∶0的票数通过第 2234号决议，谴
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占领区内兴建定
居点。

以色列执意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
大建设犹太人定居点，除解决住房问题
外，还有多重考虑。以色列犹太教势力
认为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是圣经
赋予的权利，利库德集团通过在该问题
上采取措施以争取宗教势力、政党的支
持。同时，定居点多位于约旦河西岸的
战略要地和水源地，以色列便以“保卫
定居点安全”为由派兵控制这些地点。
定居点分割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
土地，也加大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难
度。此外，特朗普上台后，在巴以问题
上日益偏向以色列，也促使以色列在迁
都耶路撒冷、兴建定居点等问题上采取
更为激进的政策。

巴以矛盾近来持续恶化，有可能引
发双方的大规模冲突，引起中东局势发
生连锁反应，造成更大的动荡。此时亟
须国际社会的合作，促使双方以和平、协
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促使巴以关系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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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政府 8月 7日发表声
明，宣布中止与反对派代表原定于 8
日在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举行的第
六轮对话。声明中表示，此次取消对
话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经济、
商业和金融活动持续开展非法封锁，
并称美国的行为是“严重野蛮侵略”，
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对美国的支持

“有损于委内瑞拉主权和人民基本人
权”。但声明中没有提及彻底终止与
反对派的对话，而是表示委内瑞拉政
府将评估对话机制，“只有确保谈判
进程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才会
继续进行”。

美持续加大制裁力度

当地时间8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冻结委内瑞拉政
府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并禁止美国企
业和个人与委内瑞拉政府发生商业往
来，同时宣称与委方继续商业往来的
他国企业将面临遭遇美方连带制裁的
风险。美国这一举动标志着对委内瑞
拉经济政治制裁的进一步升级。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危
机严重。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
多于 1月宣布自任“临时总统”，且得
到美国、欧洲各国和拉美多国的承
认。美国为扶植瓜伊多，不断对委内
瑞拉施加政治经济制裁和封锁，企图
以强硬手段逼迫马杜罗下台。

委国内强烈反弹

美国对委内瑞拉经济制裁升级，
委内瑞拉政府反应强烈。总统马杜
罗称，美国的制裁已让委内瑞拉“雪
上加霜”，委将会采取“反击行动”。
马杜罗还表示，“他们想要战斗吗？
那就打吧，我们准备好了”。副总统
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指出，美国
对委制裁升级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掩
盖美国国内刚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
的糟糕境况”，并企图借此转移美国
内视线。

委内瑞拉国内民众也对美国制裁
表示出强烈不满。8月7日上午，委内
瑞拉民众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游行抗
议活动，抗议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攻击

政策，并要求美国撤销对委内瑞拉的
经济制裁，认为美国的制裁“是对委内
瑞拉的抢劫和欺诈”。

和平对话中断

自今年 5月以来，在各方斡旋之
下，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已举行 5
轮对话。虽然数轮对话均没有取得实
质性结果，但仍对国内和平政治进程
有重要意义。

此次委内瑞拉政府因美国对委
制裁而临时取消双方对话，使正常的
和平政治对话进程中断。委内瑞拉
政府称，美国制裁行动是针对委内瑞
拉的“经济恐怖主义”，其目的是破坏
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对话
进程。委反对派则认为，委内瑞拉政
府取消对话是因为不愿与反对派进
行真正有意义的谈判。反对派对话
团队负责人冈萨雷斯表示，委内瑞拉
政府“一直都在说相信和平，相信奥
斯陆机制，然而一旦出现改变的迹
象，他们就害怕委内瑞拉出现真正的
政治变革”。

委内瑞拉因美制裁停止与反对派对话
■翟东婧

协定前景不明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由日韩两国于
2016年11月23日签署缔结，有效期为一
年，期满自动延长。若有一方不愿续约，
需提前 90天，即每年的 8月 24日前通报
终止协定。由于日本近期对韩国实行半
导体材料出口管制，并将韩国从可享受
贸易优惠待遇的“白名单”中剔除，同时
日韩就二战被征劳工赔偿问题谈判僵局
难解，韩国社会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
民间抵制日货和停止赴日旅游的浪潮持
续升级，韩国政府也发出“运用各种选项
反制日本”的强硬表态。日韩目前的激
烈对抗不可避免地拓展到军事领域，《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能否如期延期成为各
方关注焦点。

7月 30日，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在
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被问及《军事情报
保护协定》到期后是否顺延的问题时表
示，“将视日韩关系的发展，考虑是否终
止该协定”。8月 2日，韩国青瓦台国家
安保室第二次长金铉宗表示，韩国政府
将“重新考虑与缺乏信任且有安全忧虑
的国家共享军事情报的合理性，并将采
取应对措施”。有媒体分析称，韩国官方
带有“模糊性”的表态表明，韩国欲将《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作为反制日本经济报
复措施的工具，提高谈判要价的“灵活筹
码”。而韩国主要在野党则呼吁政府应
明确宣布终止协议的决心，让日方充分
认识到经济制裁行为的严重后果。

早在 2012年，日韩两国就曾准备签
署情报共享协议，但由于韩国国内巨大的
反对声浪，当时的李明博政府在最后一刻
叫停了协议的签署。到 2016年，时任韩
国总统朴槿惠为转移“干政丑闻”带来的
政治冲击，争取国内保守派势力支持，同
日本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协议，随即在韩
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深刻反映出日韩政

治关系远未达到情报共享的水平。

美国斡旋未果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二战后日韩
两国签署的首份军事协定。过去，日韩
借助美国，通过美日和美韩“一对一”的
形式进行情报交换，美国充当“中间人”
的角色。协定签署后，日韩两国得以直
接互换情报，不必经美国中转，极大提升
了情报周转的效率。

长期以来，美国就日韩《军事情报保
护协定》的达成付出不少努力，并将协定
视作整合美日军事同盟与美韩军事同
盟、强化三国军事合作的实质性举措，以
此拓展美国在东北亚的情报网络，提升
对朝鲜及周边事态的研判精度。协定前
景的不确定性无疑将严重影响美国的亚
洲同盟体系及战略利益。

上月，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前往韩国弥合日韩
关系。他在公开讲话中指出，韩日都是美
国的重要盟友，也是美国东亚同盟体系正
常运转的基石。如果没有两国的密切合
作，很多重大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他
特别强调，两国不能因为经济矛盾而动摇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能允许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安全领域出
现“交叉污染”。8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
马克?埃斯珀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
防卫大臣岩屋毅举行会谈，期间再次强调
维护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重要性，
敦促日韩改善关系，并同美国保持步调一
致，以应对“朝鲜导弹威胁”。虽然美国极
力为处于争执中的日韩两国划定“红线”，
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根本出发点是维
护自身战略利益，而非日韩两国间历史和
领土等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因此在当
前两国国民对立情绪严重、两国政府不愿
让步的形势下，美国斡旋未必能起到实质
性作用。

日韩交恶波及军事情报合作
■王 宇

近期，土耳其宣布与美国就在叙利
亚北部设立“安全区”达成协议，并宣称
将对叙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发起新一轮
军事行动。土美此举不仅遭到叙利亚
的强烈抗议，也可能引发中东局势新一
轮的动荡。

土美设立“安全区”

2012年以来，由于叙利亚政府无力
顾及北部边境地区，当地由库尔德武装
和其他反政府武装割据势力控制。自
2016年以来，为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
德武装，土耳其军队先后在叙利亚境
内、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开展代号为

“幼发拉底盾牌”和“橄榄枝”的军事行
动。此后，土耳其多次威胁要在幼发拉
底河以东地区向库尔德武装发起军事
行动。2019年 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提
出在土叙边境建立“安全区”的构想，由
美国和土耳其的军队进行监视巡逻。
此后，土美双方就在叙利亚北部地区设
立“安全区”举行多轮磋商，但就“安全
区”纵深及控制权、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人民保护部队”是否完全撤离这一区
域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一直未能达成
协议。

8月 4日起，土耳其和美国就“安全
区”问题进行了为期 4天的新一轮磋
商。8月8日，土耳其官方宣布，土耳其
和美国军事谈判代表团就在叙利亚北
部建立“安全区”达成一致。双方商定，

“安全区”的纵深为 30至 40公里，将由
土耳其与美国协调控制；“人民保护部
队”将撤离“安全区”，并交出重型武器；
土美两国将在土耳其境内设立联合行
动中心，协调处理设立“安全区”相关事
宜；土美两国承诺将“安全区”建成“和
平走廊”，同时采取措施帮助叙利亚难
民重返家园。

此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宣
布，土军未来将对“盘踞在叙利亚幼发
拉底河东岸地区”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埃尔多安称，只
要遭受库尔德武装“骚扰”，土耳其就不

会保持沉默。埃尔多安透露，他已将该
计划告知美国和俄罗斯，但并未说明军
事行动何时开始。土耳其外交部长恰
武什奥卢也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
会将美国士兵撤出叙利亚北部地区，现
在土耳其“正在仔细研究在美军撤出后
实施计划所必须采取的步骤”。恰武什
奥卢还呼吁，就土方要求美方与“人民
保护部队”结束合作关系，“美国应当积
极回应”。

相关各方反应不一

在宣布设立“安全区”后，土耳其官
方一方面宣称土美此举“是一个非常好
的开端”，整个叙利亚北部地区“应该成
为一个安全区，必须完全清除这里的‘人
民保护部队’‘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工
人党”。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向美国政府
施压，“如果美国人想说服我们，说某些
组织是恐怖组织而其他的组织不是时，

我们是不会相信的。他们都是一样的，
必须将他们从那里（安全区）清除”。恰
武什奥卢警告称，土耳其不允许“安全
区”计划成为另一个“曼比季路线图”计
划。2018年6月，土耳其与北约就“人民
保护部队”撤出叙利亚城镇曼比季达成
协议，约定 90天内完成撤离，但土耳其
指责美国从未信守相关承诺，导致计划
执行过于缓慢。

作为“安全区”所在国，叙利亚政
府对土耳其和美国的做法十分不满。
叙利亚外交部 8月 8日发表声明称，叙
利亚坚决不接受美国和土耳其之间关
于在叙利亚领土建立“安全区”的任何
协议，“大马士革认为美国与土耳其的
协议是对叙利亚国家主权的侵犯，公
然违反国际规范和联合国宪章，该协
议表明，美国和土耳其是侵略叙利亚
的同谋”。叙利亚官方还表示，叙利亚
库尔德人武装要对美土这一协议“承
担历史责任”，并敦促库尔德武装放弃

“侵略性的美土计划”，转而与叙利亚
政府合作。

与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的强硬表态
相比，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重要域外大
国的反应相对冷淡。美国官方迄今为止
并未就设立“安全区”问题进行过多表
态，美国媒体对设立“安全区”一事也表
示谨慎乐观。美联社评论认为，“安全
区”至少能阻止土耳其扩大跨境打击库
尔德人武装的范围。俄罗斯官方表态反
对在叙利亚北部地区设立“安全区”，认
为此举侵犯叙利亚主权，但并未表明下
步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

地区局势或再度升级

从当前的情况看，土耳其与美国在
叙利亚北部设立“安全区”，有着极为精
细的政治考量。

从土耳其方面来看，埃尔多安政
府一方面希望通过此举加紧围剿和铲

除库尔德人武装这个“心腹大患”，加
强对土叙边境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
土耳其希望通过此举化解与美国之间
因 S-400系统采购风波和卡舒吉事件
等产生的隔阂，进一步平衡与美俄等
地区大国的关系，增强在叙利亚问题
上的影响力。

从美国方面来看，特朗普政府之所
以能够在最新一轮谈判中做出一定“让
步”，一方面是因为叙利亚反恐战争已
接近尾声，“人民保护部队”在打击“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中的作用日趋弱化，
美国当前愿意部分“牺牲”库尔德武装，
以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利益。
另一方面，在俄叙联盟牢不可破、叙利
亚政府控局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美
国不能坐视曾经的盟友土耳其倒向俄
罗斯，试图通过与土耳其设立“安全区”
等举措，体现美土之间的盟友关系和深
度干预叙利亚问题的能力，以进一步提
升在中东事务中的控局能力，并强化对
俄罗斯的战略压制。

土美设立“安全区”及其后续动向
会给叙利亚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一方面，土美两国当前虽然就在叙
设立“安全区”达成共识，但仍存在很多

“细微差别”。由于美国与“人民保护部
队”等库尔德武装仍有一定利益交集，
美国与土耳其之间未来能否实质性推
动设立“安全区”相关工作，尤其是联合
行动中心能否发挥预期作用，仍存在较
大疑问。

另一方面，土美在叙设立“安全区”
的做法触及叙利亚的主权尊严和俄罗
斯在叙利亚的核心利益，未来可能遭到
叙利亚和俄罗斯的联合反制，双方的战
略博弈和对抗或将使叙局势升级。值
得注意的是，从埃尔多安的表态不难看
出，土耳其近期很有可能对叙境内库尔
德武装发起重大军事行动，此举牵扯利
益广、变化因素多，极有可能对中东地
区安全格局和大国博弈态势产生较大
冲击，相关域外大国和域内国家可能会
对此做出较为激烈的反应，中东地区的
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土美设“安全区”，叙局势不容乐观
■傅 波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韩国民调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47.7%
的韩国民众支持终止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另有39.9%的受访者赞
成维持该协议，其余受访者表示难以回答。在现阶段日韩纠纷不断升
级、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这份本就得不到民众支持的协定面临
着“被废除”的风险，美日韩三国军事关系也将受到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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