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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通过英国
“脱欧”协议
新华社布鲁塞尔 11 月 25 日电 （记
者桂涛 王子辰）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25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
正式通过此前与英国达成的“脱欧”
协议。这是英国与欧盟启动“脱欧”
谈判一年多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欧盟除英国外
的 27 个成员国领导人已经通过了“脱
欧”协议与“英欧未来关系宣言”两
份政治文件。
根据“脱欧”协议规定，英国需

向欧盟支付总额约 390 亿英镑的“分
手费”，在明年 3 月英国正式“脱欧”
后设置为期 21 个月的过渡期，其间英
国仍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与欧盟关
税同盟，享受贸易零关税待遇。协议
强调，英欧将着眼于建立“自由贸易
区”。
“英欧未来关系宣言”则描绘了英
欧未来贸易与安全关系。
这两份文件中，“脱欧”协议具有
法律约束力。
值得注意的是，“脱欧”协议仍需

英国议会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分别表决通
过才能生效。目前，英国已有多个党派
表示将在议会投票反对这份协议。舆论
认为，英国仍存在“无协议脱欧”可能
性。
英 国 于 2016 年 就 “ 脱 欧 ” 问 题
举行全民公投，最终决定退出欧盟。
2017 年 3 月 29 日 ， 英 国 正 式 向 欧 盟
递交“脱欧”信函，“脱欧”程序正
式启动。根据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协
议，英国将在明年 3 月 29 日正式“脱
欧”。

俄加强与东南亚合作有何考量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25 日电 （记
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 3 万亿美
者马晓成 高兰） 近两个月以来，俄罗
元左右，总人口超过 6.5 亿。面对这
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分别在
样一个巨大且日益增长的市场，俄罗
多个双边与多边场合，同新加坡、越
斯没有理由不寻求与之展开合作。他
南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密
认为，东南亚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在拉
集外交活动向外界透露出一个信号： 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给俄罗
俄罗斯正着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
斯出口创造大量机会。
作。
抗衡西方制裁
分析人士指出，寻找经济增长
据俄外交部统计，最近三个多
点、抗衡西方制裁、扩大地缘影响
月，美方已 11 次追加对俄制裁。俄外
力，是俄罗斯与东南亚地区加强合作
交部此前曾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俄制
的三大主因。
裁“正在成为惯例”。
寻找经济增长点
受此影响，俄罗斯越来越多提及
受国际石油价格低迷和西方国家 “向东看”政策，希望通过参与亚太经
制裁影响，近年来俄罗斯基础设施建
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俄远东地区发展，
设、民生保障等领域发展遭遇阻力。 创造新的经济动力，抗衡西方制裁。
俄媒体分析认为，加强与东南亚国家
普京近日在新加坡出席东亚合作
合作，或将成为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
领导人系列会议时就曾明确表示，西
要“抓手”之一。
方制裁不能阻止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合
俄 官 方 数 据 显 示 ， 自 2005 年 12
作。他的这一表态被舆论普遍解读
月俄罗斯与东盟首次举行峰会以来， 为，俄意图通过“向东看”政策打破
13 年 间 ， 俄 罗 斯 与 东 盟 贸 易 总 额 由
西方对俄孤立，推动俄经济发展。
2005 年 的 42 亿 美 元 增 至 2017 年 的
俄罗斯是传统能源出口大国，调
167.4 亿美元。尤其是在 2016 至 2017
整国内经济结构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
年间，双方之间的贸易总额增幅达
现。在俄罗斯与东盟的诸多合作领域
40%。
中，能源领域合作最为突出。自 2013
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盟主席
年以来，俄罗斯对东盟国家的能源出
维塔利·曼克维奇认为，亚洲地区是
口持续增长。曼克维奇说，与欧洲相
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东盟
比，俄罗斯在东南亚更容易利用能源

味着我们将通知边界对面的土耳其军
方。”
按照马蒂斯的说法，五角大楼和
美国国务院先前就设置观察哨与土方
密切磋商和协作。
媒体推测，美军之所以设观察
哨，目的之一是为了应对土方与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方倚重“叙利亚民主军”打击
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后者在幼
发拉底河以东的叙东部地区仍有残余
势力。
“叙利亚民主军”的核心力量是
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后者
控制幼发拉底河以东叙利亚大片地
区。土方认定“人民保护部队”是土
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分
支，对土方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
美国和欧洲联盟把库尔德工人党列为
恐怖组织。

俄罗斯

优势来打破制裁枷锁。
除能源领域外，军备出口也成为
俄罗斯抗衡西方制裁的重要手段。目
前，俄罗斯已经与印度、越南等多国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记者 惠晓霜）
达成了军事领域合作协议。根据瑞典
俄罗斯航天员未来登月任务包括核实美国宇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航员是否真的登上过月球？
2013 年至 2017 年，东南亚地区市场已
美联社 24 日报道，当天上传社交媒体
占俄武器出口总额的 12.2%，俄罗斯
“推特”的一段视频中，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
已成为东南亚地区主要武器供应国。
德米特里·罗戈津就美国宇航员是否真的登
扩大地缘影响力
月这一问题作答：
“飞过去并核实他们是否到
一些俄罗斯学者指出，长期以
过那里，
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来，地理位置的距离决定了东南亚地
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 19 日发布俄
区在俄罗斯的战略版图中并不占重要
罗斯登月和建设月球基地计划，打算 2030 年
地位，双方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
以后实现登月。
域的交流合作难以真正深入。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从罗戈津的表
然而，近年来，俄罗斯持续加强
情和肢体语言判断，
他看似在
“开玩笑”。
同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太地区的
苏联与美国上世纪陷入以军事对峙为特
联系，此举在为振兴俄罗斯经济寻找
征的“冷战”时期，美国制定“阿波罗”登月计
重要支点的同时，也有效扩大了俄在
划，
1969 年首次登上月球，
美方宇航员先后登
亚太地区的地缘影响力。
月 6 次；
而苏联登月计划以失败告终。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东盟中心
只是，一些“阴谋论”者认定美国宇航员
主任苏梅·维克多认为，俄罗斯需要
实际没有登上月球，
以造假手段欺骗世人。
在对抗单边主义等复杂的国际博弈中
掌握更多筹码。
曼克维奇认为，不仅是能源、军
特朗普称
事领域，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未来在
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
都可以找到合作契合点，发展前景可
期。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4 日电 （记者 徐剑
梅 孙丁） 美国总统特朗普 24 日傍晚在社交
媒体上说，在法庭逐一批准美墨边境移民申
请之前，不会允许他们入境美国。
目前，数千中美洲民众聚集在美国和墨
阿卡尔重申土方立场，要求美方停
西哥边境，美军则在美墨边境部署约 5800
止支持“人民保护部队”
。
“希望我们的
人的军力。特朗普当天说，这些民众都得待
美国盟友立即与‘人民保护部队’划清
在墨西哥，美国只允许移民合法入境，否则
界限，
”他说，
“后者与库尔德工人党毫
将“抓住和拘留，而不是放进美国”。他
无二致。
”
说：“如果有需要，不管什么理由，我们将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
关闭南部边境。
”
什奥卢 23 日敦促美方推动“人民保护
特朗普 23 日曾在社交媒体上说：“搞定
部队”今年年底以前完全撤离叙利亚
边境，一劳永逸，现在！”他呼吁共和党和
北部城市曼比季。
民主党进行合作，就边境安全通过一揽子重
曼比季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距
大立法，包括为建造美墨边境墙提供财政支
离叙土边界不远。土方试图阻止库尔
持。
德势力向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延伸。
10 月中旬以来，数千名洪都拉斯、危
土美今年 5 月达成一份路线图。据媒
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民众穿越边
体披露，那份协议规定，“人民保护部
界进入墨西哥南部。他们通过步行、搭便车
队”首先撤出曼比季，土军和美军随
等方式沿着墨西哥西部北上，11 月中旬陆
后在这座城市联合巡逻，最终在当地
续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和墨西卡利。
设立行政机构。
据墨西哥媒体报道，目前这支大篷车队伍已
土美军队本月 1 日首次在曼比季
超 7000 人，后续还有多批队伍跟进。他们
联合巡逻。土方认定，“人民保护部
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寻求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
队”没有完全撤离。
国，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土反对美在叙土边境设观察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者
惠晓霜） 美国军队正在叙利亚北部设
置观察哨，打算与土耳其“分享反恐
情报”
，但土方看似不领情。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4日援引国
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的话报道，他多
次告诉美方官员，包括近期告诉美军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这
一举措“将使这一地区原本复杂的局势
更加复杂”
。
阿卡尔说，土耳其军方“会毫不
犹豫地采取必要举措，在边界对面应
对所有威胁”
。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21
日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驻叙美军正
在叙利亚北部沿叙土边境设置多个观
察哨，以便向土方提供恐怖分子试图
潜入土耳其的情报。
马蒂斯说：“我们将追踪我方发
现的所有针对土耳其方面的威胁，意

据叙利亚媒体 24 日报道，叙反政府武装
当晚使用含有毒气体的火箭弹袭击叙北部城
市阿勒颇，
导致 55 人出现窒息症状。
新华社发

要“核实”美登月真假

移民未经允许不得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