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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美欲建第六军种!太空部队"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 要求国

防部立即开始筹建美军第六军种"""太

空部队# 按照白宫的说法! 美国要在太

空中占据 $统治地位 %# 此番 $大话 %

一出! 引发各方担忧#

早在去年 !" 月! 美国白宫在其公

布的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就

表示! 将增强军事& 核力量& 太空& 网

络和情报等方面的竞争力# 分析指出!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 筹建第六军

种! 将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太空扩展! 意

在维持其军事霸主地位! 此举将引发外

空军备竞赛! 不利于国际和平安全#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消息说! 美国抛

出在太空部署武器的计划! 目的可能是

在那里展开作战行动# 俄方直言不讳地

表示 ! 如果美国敢违反 '外空条约 (!

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太空! 俄方将

准备 $报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

指出! 外空是全人类共同财产! 中方一

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 反对外空武器化

和外空军备竞赛! 更反对把外空作为战

场# 希望各方共同努力! 切实维护外空

持久和平与安宁#

鉴于在外空部署武器的威胁正在上

升 ! 可能破坏战略稳定 ! 损害国际安

全! 第 #"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防止

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 ( 和

'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 的决议# 美

国此举无疑有悖联合国决议精神#

只有保持外空的和平环境! 才能让

外空开发顺利开展# 而且! 外空的利用

应当平等服务全人类! 不应成为某个国

家独霸的 $领地 %# !$%# 年 '外空条

约( 就庄严宣告! 外空探索和利用是全

人类共同的事业 ! 应为所有国家谋福

利# 在太空谋求霸权和独大! 再度表明

美方零和思维在作祟#

实现外空利用的合作共赢是时代大

势# 眼下! 纪念联合国探索与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会议 &' 周年高级别会议正在

维也纳举行! 中国提出的外空命运共同

体理念写入会议成果文件! 得到各方积

极响应# 这不仅反映出国际社会的普遍

诉求! 也为在新时期加强外空全球治理

与国际合作& 应对和平利用外空各类挑

战指明方向#

$统治地位% 这样的诉求! 不应出

现在美丽的太空) $太空部队% 这样的

字眼! 更与和平利用太空格格不入#

新华社记者 闫亮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乌克兰大选明年!月举行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 当地时间

!" 日乌克兰前总理 & 祖国党主席尤利

娅*季莫申科宣布! 她已决定参加 !"#$

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

$是的! 我会参选+% 季莫申科的

这一决定是通过脸书公布的# 她对自己

能够赢得大选信心满满! $胜选之后!

将立即举行全民公投 ! 修改乌克兰宪

法! 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把乌克兰由

总统制国家转变为议会制共和国#%

在季莫申科看来! 选举并非游戏!

乌克兰期待真正的改变! 只有她才能打

破权力垄断# $如果修宪成功! 我就

很可能成为乌克兰的最后一位民选总

统! 未来乌克兰人民将在一位负责任的

总理的带领下! 迎来自己的美好明天#%

季莫申科表示#

季莫申科的这一政治宏愿酝酿已

久 ! 早在 !%&' 年她就向媒体表示 !

$总统% 一职权力集中! 极易滋生腐败!

是造成乌克兰政治失序的根源# 与此同

时! 她认为! 议会制共和国是将国家拉

回正轨的正确之举#

对于季莫申科的这一主张! 乌克兰

总理弗拉基米尔*格罗伊斯曼不以为然!

$季莫申科口口声声反对腐败! 但是她

自己才是破坏独立& 造成腐败和民粹主

义的祸首! 她是乌克兰过去二十年经济

衰落之母#% 格罗伊斯曼说, $我理解

她需要找一个靶子! 把人民对腐败的痛

恨引向波罗申科! 甚至总统职位! 但这

只不过是一种选举的宣传技巧而已#%

不过! 这种宣传策略的确能为季莫

申科赢得不少选票# 在乌俄关系持续紧

张的今天! 季莫申科的民意支持率逐渐

回暖# 从 !%&( 年下半年开始! 季莫申

科已长期占据民意支持率的首位# 据基

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日前开展的一场题

为 $明年春天的选举! 你会选择谁% 的

民调显示! 季莫申科以 !)*'+的支持率

高居榜首! 而其竞争对手! 现任总统波

罗申科的支持率已跌至 $*'+! 且呈持

续下滑的态势# 今年 , 月! -%+的受访

者对波罗申科持负面态度! 季莫申科也

向他隔空喊话 ! 要求后者放弃权力 !

$回家经营自己的糖果店%#

乌克兰大选将于明年 . 月举行# 早

在半年前! 针对总统之位的争夺就已暗

流涌动#

!%#( 年 #% 月! 由包括季莫申科和

萨卡什维利在内的反对派力量! 在乌克

兰最高拉达 -乌克兰议会. 大楼外组织

大规模抗议活动! 持续两月之久! 矛头

直指波罗申科# 然而随着今年 ! 月萨卡

什维利被乌当局驱逐出境! 季莫申科已

成为反波罗申科的领军人物# 季莫申科

曾于 !%#% 年和 !%#) 年两次竞选总统!

分别不敌亚努科维奇和波罗申科# 此次

随着季莫申科三度宣布参选! 乌克兰的

总统争夺战也正式拉开大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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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在荷台达取得战事突破!

重拳出击牵制伊朗扩张步伐

近日! 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对也门荷

台达港频频发动军事打击! 并完全控制

荷台达国际机场! 将国际社会的目光从

美朝峰会再度拉回中东" 这反映了沙伊

关系的持续恶化! 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为

甚嚣尘上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 #教

派冲突论$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荷台达是也门第四大城市和重要的

红海港口! 是也门获取进口物资的重要

生命线" 荷台达一役事关沙特及其支持

的也门政府军以及伊朗及其支持的胡塞

反政府武装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 可谓

沙特介入也门战事三年以来的一次绝地

反击" 沙伊关系及其背后最具象征意义

的教派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

沙伊及两大教派的战场博弈

伊斯兰革命以后! 伊朗建立了伊斯

兰共和国!积极向外输出革命!其首要的

目标便是海湾阿拉伯君主国! 这既是地

缘政治和地缘宗教的必然选择! 也是神

权共和对君主制的天然排斥" 作为海湾

地区的两个大国以及伊斯兰世界首屈一

指的两大教派的盟主和领袖! 沙特与伊

朗之间保持了相对的力量平衡! 从而避

免在双方领土上遭遇直接的军事冲突!

而是在第三方战场上进行残酷的厮杀"

两大教派冲突战场博弈的第一次高

潮是两伊战争! 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在伊

朗革命输出的重压之下! 一方面纷纷摒

弃对萨达姆的忌惮与成见! 将伊拉克视

为抵御伊斯兰革命输出的最前哨! 另一

方面 &抱团取暖$ 成立了延续迄今的海

合会% 八年的两伊战争使得伊朗与伊拉

克两败俱伤! 这也为伊朗暂时的 &偃旗

息鼓$ 和海合会国家与伊拉克之间准联

盟的 &土崩瓦解$ 打开了大门%

两大教派冲突战场博弈的第二次高

潮! 是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 后的也门

内战和叙利亚内战% 这场中东剧变对于

阿拉伯国家而言是一次整体性的社会动

荡和政治剧变! 而伊朗则保持了相对的

稳定% 美国在 &$'##$ 之后发起的两场

反恐战争剪除了伊朗东西两翼之敌(((

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 特别是后萨

达姆时代伊拉克什叶派的掌权更是促成

了 &什叶派新月带$ 的贯通% 沙伊高调

介入也门和叙利亚的内乱和内战! 双方

既打代理人战争! 又不惜 &赤膊上阵$!

即便如此! 沙特关注的重心仍旧在海湾

地区的也门% 叙利亚内战演变至今! 美

俄牢牢掌控了局势发展% 东古塔战役以

后 ! 沙特事实上从叙利亚进行战略收

缩! 将主要精力投向也门% 过去三年!

沙特并未在与什叶派胡塞武装间的较量

中占据优势! 胡塞武装甚至对沙特国土

展开袭击! 沙特军队深陷也门战场的泥

潭! 大有战争 &越南化$ 的迹象! 处于

一种进退维谷的艰难抉择之中%

多管齐下恶化伊朗生存环境

沙特此次率领联军孤注一掷! 试图

通过对荷台达的焦土政策来彻底扼住胡

塞武装的咽喉! 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

打乱胡塞武装武力部署的同时! 也导致

!, 万当地居民陷入绝境%

沙特发起荷台达战事并非是铤而走

险的 &豪赌$ 之举! 而是借力国际大环

境和地区小环境对己有利的变化而采取

的 &集中优势兵力$ 之选% 荷台达战事

是沙特在中东地区牵制伊朗扩张步伐的

系列 &组合拳$ 中的一记重拳! 而在此

之前! 美国) 卡塔尔和以色列是其重要

着力点! 在遏制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扩张

上美沙以之间正在形成合力"

沙特首先打造反卡&朋友圈$!以&亲

伊朗!支恐怖$为名!展开对卡塔尔的断

交)封锁与制裁!其矛头直指宿敌伊朗"

沙特无法容忍作为海合会成员国的卡塔

尔在对伊关系上偏离它所设定的轨道!

认为卡塔尔与伊朗的亲密关系严重影响

了海合会内部的团结!卡塔尔&小国大外

交$ 的行事风格为伊朗染指海合会并在

其中打下&楔子$提供了契机"

其次! 沙特公开同以色列互动! 大

有关系 &破冰$ 之势" 沙以针对伊朗这

一共同威胁进行过长期的军事与安全方

面的秘密合作! 但伊朗在叙利亚和也门

的军事存在分别触及以色列和沙特的底

线! 沙以关系从幕后逐步走向台前" 沙

特方面称过去对以色列的不承认态度主

要是基于政治而非宗教原因"

最后! 沙特力挺特朗普政府退出伊

核协议 " 沙特本身就对该协议极度不

满! 通过支持美国 &退群$! 使得伊朗

逐步失去通过核协议所得到的红利"

总而言之! 沙特在海合会内部强力

&清理门户$! 支持以色列在叙境内猛烈

打击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力促伊

核协议失效从而严重恶化伊朗的生存环

境! 再通过打造联军不惜血本猛攻荷台

达以达到 &最后一搏$ 的功效"

尽管伊朗在美沙以协同打压下处于

劣势! 但伊朗国内保守势力支持政府重

启铀浓缩活动" 面对来自什叶派伊朗的

共同威胁! 宗教和文明迥异的美沙以之

间正在愈发接近! 而伊斯兰两大教派之

间的对立也正在发生变化! 什叶派与其

他亚伯拉罕宗教和教派之间的信仰与政

治版图分野正在中东慢慢浮现"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研究员"

当地时间 ' 月 #( 日! 在哥伦比亚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来自民主中央

党的右翼候选人伊万*杜克最终以 ,)+

比 )#*-+的得票率击败了左翼候选人 &

前游击队队员佩德罗! 当选哥伦比亚新

一任总统#

在拉美整体政治形势复杂多变& 各

国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挑战的大

环境下! 哥伦比亚的大选显得尤为平静

顺利# 这场选战角逐! 与其说是政治派

别的 $左右之争%! 不如说是经济与和

平这两大核心议题的发展出路之争#

从最终结果看! 杜克代表的经济稳

定和 $严谨和平% 最终获胜! 并将矛头

再次对准了已经迈入和平进程门槛的游

击队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简称

$哥武%.! 意在彻底根除国家安全的隐

患# 然而! 这一目标究竟将以怎样的形

式取得进展! 是当前哥伦比亚国家内外

最为关切的话题#

新总统将对 %哥武 &实施
更严政策

和平进程与经济发展模式"""两位

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主张中最具

对立性的两大议题! 指向了这个国家的

现在与未来# 在二者之间! 国内和平进

程无疑是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

与现任总统桑托斯意图注重速度与

成果的观点截然相反! 杜克的主张传承

自前总统乌里韦! 从一开始就反对桑托

斯的和平协定# 由于桑托斯的第二个任

期已接近尾声! 在 $哥武% 问题上取得

实质进展的需求也变得日益迫切# 客观

上看! 政府与 $哥武% 签订的和平协定

也的确存在诸多疑点! 比如 $哥武% 方

面只公布了上缴的武器数量! 却从未公

布其所拥有的武器总量! 再如 $哥武%

接受政府拥有冻结其资金账户的权利!

却始终未曾全面公布其账户数量和拥有

者的名单# 按当地媒体分析批评的话来

说! $/哥武0 虽签署了和平协定! 但

因桑托斯急于求成而忽视的各种漏洞!

使 /哥武0 随时具备卷土重来的能力#%

从大选来看! 这一问题也的确是深植民

众心中的担忧# 竞选之初! ' 位总统候

选人中仅杜克一人反对和平进程! 而正

是这一绝对的少数派一路走到最后! 也

从侧面反映出哥伦比亚社会各阶层对于

现已达成的和平协定尚不满意#

尽管反对和平协议 ! 但杜克不会

$将和平协定全面撕毁%# 无论是国际社

会还是国内民意! 都明确了推动和平进

程的宏观方向# !%#' 年 #% 月 ! 日全民

公投否决和平协议! 也只是因为和平进

程与和平协议是两个概念# 哥伦比亚的

问题不在于和平进程是否前进! 而在于

如何推进# 前总统乌里韦在其任期内已

经向 $哥武 % 彰显了政府的强势与实

力! 杜克作为新任总统所要主张的! 则

是在乌里韦威慑力的基础之上! 在和平

协定的框架内提出远比桑托斯更严厉的

条件与政策! 逐步蚕食瓦解 $哥武% 的

实力! 使其不再具备反水挑衅的能力#

左翼政党应舍弃%贫民福
利&套路

如果抛开国内和平问题! 单从经济

角度来分析! 杜克的胜选似乎早已毫无

悬念, 代表左翼力量的竞争对手佩德罗

提出推翻原有的经济发展体制与模式!

此举虽然博得部分底层民众青睐! 但同

时也引起国内外投资者的高度危机感!

杜克的当选则会使投资者安心许多#

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哥伦比亚对

稳定发展环境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折射

出民众对拉美传统左翼的恐慌# 近年来

左翼政党在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大国相

继失势! 使民众对他们的政策和发展模

式丧失信心# 近期秘鲁前总统乌马拉&

巴西前总统卢拉等左翼前政要因贪腐案

身陷囹圄! 进一步损害了左翼政党的形

象# 从长远看! 拉美左翼必须进行真正

的革新! 拿出能使民众信服& 国家发展

的政策! 而不是以一贯的 $贫民福利%

套路收买选票! 才能重返政治舞台#

强行拆散非法移民家庭惹争议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总

统特朗普 "' 日签署行政令! 叫停在美

国与墨西哥边境抓捕非法入境者时采

取的将未成年人与其家人分离的 $骨

肉分离% 举措# 特朗普表示! 美国政

府将继续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 $零容

忍% 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 $骨肉分离% 举

措引发了巨大争议和美国各界的反对

声音! 特朗普政府在压力下被迫改弦

易张# 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投票不足

& 个月! 移民政策可能成为选举最重

要议题之一#

允许非法移民家庭团聚

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 联邦

执法部门今后将把非法入境者及其未

成年子女一起拘押! 而非另行安置儿

童# 特朗普政府两个多月前开始对非

法移民执行 $零容忍% 政策! 要求各

边境州的联邦检察官打击非法越境初

犯者# 国土安全部统计!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在与墨西哥接壤地区! 超过

!.%% 名移民儿童被强行从父母身边

带走#

一些视频显示儿童被关在笼子里&

不懂英语的孩子哇哇哭喊 $要妈妈%#

特朗普 !% 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告诉媒体记者! 行政令 $要让那些家

庭团聚! 同时确保我们拥有非常强大&

非常牢固的边境%#

现行办法是! 非法移民家长拘押

在联邦监狱& 移民拘留所等场所! 他

们的未成年子女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

护局或者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难民

安置办公室安置# 根据特朗普的行政

令! 国防部将协助拘押非法移民家庭#

美联社报道! 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

的军事基地已经开始相关评估#

根据 #$$( 年一项集体诉讼形成的

和解协议! 非法移民子女只能由美国

联邦政府接管 !% 天# 换句话说! 这些

非法移民家庭只能以 $团聚% 形式拘

押 !% 天#

路透社报道! 以往美国政府的做

法是! !% 天后将非法移民全家释放 !

即 $抓了再放%# 在特朗普政府 $零容

忍% 政策背景下! 一旦非法移民家长

所涉案件审理过程超出 !% 天! 他们的

子女如何安置! 依然是未知数#

移民党争或影响中期选举

在$骨肉分离%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之后!特朗普多次批评民主党$阻挠%

移民议程的推动!民主党则指责特朗普

借此$危机%实现移民问题的政治诉求#

随着舆论风向的变化!一些共和党人在

这一问题上也加入了民主党阵营!称美

国虽有必要加强边境安全!但不意味着

需要$拆散家庭%#

分析人士认为! 移民问题历来是

美国选举的关键议题# 特朗普政府在

$骨肉分离% 问题上受到的巨大压力和

前后反复已预示了这一议题在今年 !!

月国会中期选举中的重要性#

当前距离中期选举投票尚有一段

时间!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没有显现出

较大优势# $骨肉分离% 引发的众怒!

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提供了 $炮

弹%! 甚至可能引发共和党内的分化#

多名共和党议员在这一问题上与特朗

普政府切割! 国会共和党人也在努力

推动从立法上解决问题! 试图减少这

场风暴的破坏性影响#

此外!迫于压力让步!对特朗普政

府也造成了政治损伤# 有美国媒体评

论!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深得白人铁

杆支持者的欢心! 在这一问题上 $服

软%!将让这些支持者感觉被疏远#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本报见习记者 刘畅

' 月 #! 日! 美国得克萨斯州麦卡伦! 一名两岁小女孩与妈妈在美墨边境被拦截" 视觉中国

一!项目概况与征集范围
!"项目名称!成都音乐坊音乐旅游区项目景

观设计概念性设计方案
#"征集人!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 项目以音乐坊音乐旅游区城市音乐厅为中

心"以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大学为依托"规划面积约
!"#平方公里"南至一环路南一段"西至新南路#东
至锦江" 本次概念设计方案的重点设计片区为!核
心区新生路群众路约 !"&'公顷( 丝竹路约 #"$)

公顷$ 设计范围!一环路南一段%新南路#锦江围合
区域"约 !"#平方公里&重点片区!核心区新生路群
众路约 !"&'公顷(丝竹路约 #"$)公顷'$

二!报名要求
!"中国大陆设计机构"须为独立法人"并具有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 &建
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或城乡规划编制甲级资质"

包括工程设计综合甲级(

#"港%澳%台地区机构"须在其所在地区具有
合法营业及设计许可(

$"国外机构"须在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具有合
法营业及设计许可(

%"自 #*!+年 !月 !日起至今"需具有一个
中国境内且规划面积不小于 !"#平方公里的城市
规划或景观项目概念设计方案( 概念设计方案可
以为在建或已完成项目$

注!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不接受个人及
个人组合的报名$

三!本次概念设计方案报名及征集文件的获取
!" 报名时间!#*!,年 '月 ##日至 '月 #,

日上午 )时至 !'时&北京时间"下同'(

#"报名时须递交以下文件!详见 -../0122

/34"53678"9:;202!<=<#/>'94;?%@%#ABCD

E4F&报名递交的文件资料为非中文文件时"须提
供中文翻译文件'$报名机构应在报名截止时间前"

按照要求将已盖章的报名资料发送至邮箱 0900G

HI!'$"9:;" 同时将报名资料纸质文件邮寄或送

达至以下地址!金牛区蜀西路 +#号西部珠宝交易
中心 $J!$J+( 报名以收到纸质文件时间为准"在
截止时间以后收到的文件将被拒绝$

$"解释权!本次征集活动及相关文件的最终
解释权归征集人$

四!应征文件提交
!"提交截止时间!见征集文件(

#"提交地点!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
东 #路 #号"友豪锦江酒店$

五!征集公告发布媒体
)中国日报*#)四川日报*#)文汇报*#)羊城晚

报*和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KKK"97K

-"H:>"94' 及成都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KKK"

9-?4H78"H:>"94'同步发布+

六!联系方式
征集单位!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 +$号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J#,J,+#,',!'

代理服务机构! 四川盛世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通讯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号西部珠
宝交易中心 $J!$J+

联系人!刘先生2姚女士
电话!,'J#,J,&&!+*,,

,'J!&&,*%'#,#'

成都音乐坊音乐旅游区项目景观设计概念性设计方案征集公告
成都音乐坊音乐旅游区项目景观设计概念性设计方案现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欢迎具有相关城

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环境设计经验的优秀设计机构递交应征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