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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8日宣布，
他将兼任以色列国防部长。

内塔尼亚胡当晚在位于特拉维夫
的以国防部总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以色列当前的安全局势特别复杂和
敏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没有必要提
前举行选举”。

内塔尼亚胡表示，提前举行选举是
“不负责任的”做法，他正在尽一切努力
解决当前联合政府面临的危机，避免提
前举行选举。

目前，内塔尼亚胡还兼任以色列外
交部长等职务。

据以色列媒体日前报道，犹太人家
园党领袖、教育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
要求内塔尼亚胡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否
则他领导的拥有 8个议会席位的政党将
退出联合政府。

因不满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与
加 沙 地 带 巴 勒 斯 坦 武 装 组 织 达 成 停
火，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 14 日宣布
辞职，并于 15 日正式向内塔尼亚胡递
交辞呈。利伯曼是“以色列是我们的
家园”党领袖，他的辞职导致内塔尼亚
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在议会 120 个议席
中所占席位数减至“关键性”的 61 个。

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 19日宣布，暂停
以无人驾驶飞机和导弹攻击沙特阿拉伯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多国联军国家。

几天前，也门政府军暂停进攻港口城
市荷台达。

胡塞武装“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
默德·阿里·胡塞发布声明，说胡塞武装与联
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思沟通，后
者希望胡塞武装暂停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胡塞在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决定响应格
里菲思的提议，“展现诚意和对和平努力的
支持”；另外，暂停进攻将让沙特主导的多国
联军失去阻挠和平谈判的借口。如果多国
联军想和谈，胡塞武装愿意更近一步停火。

按胡塞武装的说法，导弹攻击是对多
国联军在也门空袭行动的报复；多国联军
空袭不时击中学校、市场和医院，造成平
民死伤。

声明没有提及也门政府军 15 日宣布
的一项决定，即暂停在荷台达发起对胡塞
武装人员的进攻。荷台达是也门重要交通
枢纽，大约七成进口食品和大部分国际援
助经由这座港口城市进入这一中东国家，
2014年以来由胡塞武装控制。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里菲思 16 日
说，他打算近期召集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
代表在瑞典举行新一轮和谈，探讨就也门
问题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冲突双方领导层
已就出席和谈作出“坚定保证”。如果需
要，联合国可以护送胡塞武装代表团从也
门首都萨那出发。

作为多国联军的主导方和地面部队的
贡献方，沙特和阿联酋分别对联合国牵头
和谈表达支持。

也门胡塞武装
暂停导弹攻击

英国与欧洲联盟达成“脱欧”协议草
案，约定英国正式“脱欧”后设置为期 21个
月的过渡期，直至 2020 年底。然而，欧盟
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表米
歇尔·巴尼耶在欧盟内部会议上谈及这一
期限，认为不排除后延至 2022年年底。

英国《卫报》18日报道，除英国外 27个
成员国驻欧盟代表上周举行特别会议，巴
尼耶谈及上述可能。

根据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草案，过渡期到 2020 年年底，但可视情况
经双方同意延长；具体延长时间有待双方
谈判代表磋商确定。

《卫报》报道，过渡期延长意味着英国
与欧盟能够再有两年时间敲定双方未来
贸易关系。这一期间英国将遵从欧盟法
律，分担欧盟财政，但不能干预欧盟事务
决策。

过渡期延长预计将在英国保守党内部
和国内各界造成更大分裂。英国政府已有
多名官员不满首相立场过于软弱、令英国
与欧盟过度捆绑而辞职，。

英国 2016年举行全民公投，决定退出
欧盟。根据英国与欧盟的协议，英国将在
明年 3 月 29 日正式退出欧盟。如果过渡
期持续至 2022年底，意味着英国将在决定

“脱欧”后的 6年多时间里无法“自主”。
《卫报》报道，上周特别会议上，与会

27 国驻欧盟代表没有讨论过渡期延长情
况下英方的财政分担事宜。英国 2016 年
在获得减免的情况下对欧盟财政贡献为
96亿欧元（约合 760亿元人民币）。欧盟认
为，对英国的减免期限截至 2020年年底。

英国脱欧过渡期
或持续至2022年

韩国统一部 19 日说，尽管朝鲜与美国
的无核化谈判陷入停滞，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仍可能按照约定，今年年底前访问
韩国首都首尔。

统一部发言人白泰铉 19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尽管朝美无核化谈判陷入停滞，
金正恩仍有可能年内访问首尔。

白泰铉告诉媒体记者，韩国将充分准
备确保韩朝协议顺利落实，包括年内接待
金正恩回访。

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年 9 月访问朝鲜首
都平壤，会晤金正恩。韩国媒体报道，金正
恩当时承诺年内访问首尔。文在寅本月初
说，金正恩“不久”将访问首尔。

由于朝美无核化谈判陷入停滞，一些
专家猜测金正恩可能推迟回访计划，韩朝
主要合作项目可能无法年内启动。

白泰铉说，据他所知，美朝正在磋商高
级别会晤日程安排，他无法提供更多细
节。按他的说法，相关安排应由美朝两国
商定。

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
度勋 19 日启程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开
始为期三天访问。韩国外交人士说，韩
美 打 算 在 李 度 勋 访 美 期 间 启 动 涉 朝 工
作组。

韩国媒体报道，工作组将讨论朝鲜半
岛无核化、对朝制裁和韩朝关系等事宜。

朝鲜反对韩美设立涉朝工作组，认为这
显现美国欲阻拦北南合作的“险恶用心”。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对韩宣传网
站“民族团结网”发表评论：“美国计划设立
一个机构直接监控朝韩关系。这是傲慢之
举。美国毫无理由干涉韩朝之间事务。”

韩政府说金正恩
仍可能年内回访

俄罗斯否认向日本
自动移交争议岛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 18日澄清，俄罗斯和日本商定以
1956 年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为依据
讨论领土争端，不意味着俄方将自动移
交争议岛屿。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 14日在新加坡会晤，商
定依据《日苏共同宣言》加快日俄和平
条约谈判进程。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8 日接
受俄罗斯国有电视台采访，声明俄日
商定以《日苏共同宣言》为依据讨论领
土争端，不意味着俄方将“自动”移交
争议岛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在对日
作战中占领日方所称“北方四岛”，即国
后岛、择捉岛、色丹岛和齿舞诸岛。日
本与苏联 1956年签署《日苏共同宣言》，
确定尽快签订和平条约；签约后，苏联
向日本移交争议岛屿中面积较小的色
丹岛和齿舞诸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苏联遗
产，有意遵循《日苏共同宣言》化解领土
争端、缔结和平条约。普京 2001年与时
任日本首相森喜朗约定，俄方可以先移

交色丹岛和齿舞诸岛。只是，森喜朗不
久下野，日方新政府转变立场，要求一
并归还四岛，遭俄方拒绝。

继拒绝日方一并归还北方四岛的
要求以后，俄方加强对争议岛屿的实
际控制。

就俄日领导人近期互动，佩斯科夫
否认双方已经就移交部分岛屿达成协
议的说法：“不是这样，不可能这样。”

按他的说法，双方可以就争议领土
达成协议，但协议不能有损任何一方的
国家利益。

佩斯科夫提及，俄日谈判和平条约
期间，俄方将考虑到日方与美国的盟友
关系。他说，俄罗斯在与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的关系中得到惨痛教训，北约东扩
的影响持续至今。所以，俄方不得不考
虑日美同盟因素。

依据《日美安保条约》，美方可以要
求在日方任何地点设立基地。日美条
约所含基地条款长期以来成为阻碍日
俄争议领土谈判的一根刺。

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向普京承诺，
俄方移交色丹岛和齿舞诸岛后，美军不
会在那里建基地。

内塔尼亚胡兼任
以色列国防部长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19日成为
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首名
访问伊朗的西方国家外长。

英国外交部说，亨特将与伊朗外长穆
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会面，讨论伊核协
议相关议题、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

亨特临行前在英国首都伦敦发表声
明，说伊核协议可以消除伊朗拥核的威
胁，依然是中东稳定的关键组成部分。

伊朗 2015 年 7 月与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就化解伊朗核项目争
议达成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项目，
接受国际核查，美国和欧洲逐步解除对伊
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本月 12日确认，伊
朗遵守协议。

美国 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本月 5日
全面恢复对伊朗制裁。英、法、德等其他
五国和欧洲联盟继续支持伊核协议。亨特
说，“为了协议继续有效，需要（各方）百分
之百遵守。”只要伊朗遵守协议内容，英国
同样会继续履约。

另外，亨特敦促伊方释放多名持英伊
双重国籍的在押人员。

法新社报道，在押人员中较为人所知
的 是 纳 扎 宁·扎 加 里·拉 特 克 利 夫 。 她
2016年 4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准备乘客机
返回英国时被捕。伊朗一家法院同年 9月
判处扎加里·拉特克利夫 5年监禁，缘由是
她 2009 年在伊朗参加反政府示威。她本
人否认指控。

英外相访伊朗
磋商伊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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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在越南庆和省芽庄市，
一名女子在废墟中搜寻物品。据越南媒
体报道，越南中南部庆和省芽庄市因暴
雨造成的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
14人死亡、2人失踪。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