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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指认
俄罗斯陆军及其武器装备正在乌俄边
境集结。

借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
第十三次峰会之机，法国、德国等欧洲
国家领导人呼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为缓和俄乌紧张局势采取措
施。

【说“强敌”】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1日在一场军
事活动上说，俄罗斯已经在乌俄边境部
署超过8000名士兵、1400件火炮或多管
火箭发射系统、900辆坦克、2300辆装甲
战车、500架飞机和300架直升机。

他说，俄罗斯正在增加海上兵力部
署。“在黑海、亚速海和爱琴海，（俄方）
超过 80 艘舰船和 8 艘潜水艇正在巡
逻。”

美联社报道，无法证实波罗申科所
述俄方部署的规模。

乌克兰官员指责俄方于11月25日
在刻赤海峡拦截和扣留乌方海军3艘船
只后“实际”封锁乌方在亚速海的两个
主要港口。

波罗申科说，俄罗斯正在观察国际
社会是否会允许俄方声称亚速海和黑
海是俄罗斯领海，称“克里姆林宫正进
一步试探全球秩序的力量。”

11月25日的事件后，波罗申科说服
最高拉达、即乌克兰议会通过戒严令，
拒绝16岁至60岁俄方男性公民入境乌
克兰。乌方边境管理部门12月1日说，
自限制入境令 11 月 30 日生效以来，已
有大约100名俄方男性公民尝试入境但
遭到拒绝。

【借“外力”】

美联社报道，欧洲国家领导人接连
指责俄罗斯扣留乌方船只，七国集团
（G7）外交部长发表声明，要求俄方释放
乌方船员。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11月
30 日与普京会晤。法新社以一名法方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马克龙向普京施
压，要求俄方“采取必要举措，以缓和局
势”。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12月1日
与普京共进早餐，谈及刻赤海峡冲突。
她要求俄方避免局势恶化，“必须确保
驶向乌克兰海岸和城市的船只在亚速
海自由通行”。

美国方面，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原
定在G20峰会期间与普京会晤，却以刻
赤海峡冲突致使美俄元首会晤不宜举
行会晤为由予以取消。峰会期间，特朗
普见了普京，只是把会晤简化为“简短
交谈”。

按照普京的说法，就刻赤海峡冲
突，他与特朗普交换了看法，双方没有
达成共识。

【没“讨论”】

普京 12 月 1 日在 G20 峰会期间一
场记者会上说，俄方没有与乌方讨论释
放24名船员的可能性。

他没有回避西方国家就刻赤海峡
冲突对俄方的指责。

谈及美方取消双边会晤，普京说特
朗普取消与他的正式会晤“太糟糕”，暗
示两国元首没有充分交换意见的机会
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普京说：“我回答了他（特朗普）有
关黑海发生事件的问题。他有他的看
法，我有我的。我们坚持各自立场。”

美联社报道，俄方认为，美方取消
正式会晤是为了回避国内对特朗普涉
嫌与俄罗斯方面在2016 年总统选举中

“串通”的指认。普京在记者会上的说
法是：“打俄罗斯牌已经成为解决美国
国内政治问题的便利工具。”

普京与马克龙会面时“仔细画出乌
克兰海岸线的地图”，以解释俄方扣留
乌方船只“合法”。

俄方认定乌方船只没有获得进入
俄方领海的许可，24 名船员“非法越
境”。乌方则指认俄方舰艇故意撞船并
开火伤人。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日电（记者孙丁 徐剑梅）美
国白宫1日说，总统特朗普将偕夫人梅拉尼娅出席前美
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的国葬。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老布什国葬将在位于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大教堂举行，相关事宜正在安
排中。不过白宫并未透露国葬举行日期。

特朗普发布总统公告说，为表达对老布什的哀悼，
已下令白宫、公共场所、军事设施等降半旗30天。此
外，特朗普还宣布12月5日为国家哀悼日。

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访的特朗普对
媒体说，他在很多场合见过老布什，“他是一个了不起
的人，将会被怀念。他有着充实的人生，堪为楷模”。

老布什办公室11月30日晚发表声明说，老布什于
美国中部时间当晚10时（北京时间12月1日12时）许
在休斯敦去世，享年94岁。

老布什1924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1989 年至 1993 年出任美国第 41 任总统。他还曾于
1974年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韩国官员2日说，为节省时间，韩国方面不打算就
临近韩朝边界的一段公路项目做可行性研究。这段公
路日后可能用于连接韩朝跨境公路。

韩国国土交通部说，企划财政部最近同意这一部
门放弃就文山至都罗山站公路建设项目做可行性研
究。

文山位于韩国北部，临近朝鲜；都罗山站是京义线
铁路在韩国境内最北端车站，距韩朝军事分界线不
远。韩国方面打算修建一条公路连接两地，长大约
11.8公里，定于2020年底以前完工。

国土交通部说，政府已就文山—都罗山站公路项
目划拨5179亿韩元（约合32亿元人民币），打算年内启
动建设。

韩联社报道，由于这一工程预算超过500亿韩元（3
亿元人民币），按规定需要在动工前做可行性研究。这
类研究通常耗时至少半年，视项目内容有时甚至需要
三至四年，国土交通部因此向企划财政部申请略过这
一程序，获得后者同意。

国土交通部一名发言人告诉韩联社记者：“文山—
都罗山段公路属于韩国，政府可以推进这一建设项目，
无需考虑对朝国际制裁。”

韩联社报道，朝鲜方面打算建设一条公路，连接首
都平壤和西南部边境城市开城，长大约171公里。韩朝
2015年启动韩国文山到朝鲜开城路段公路施工，但受
朝方第四次核试验影响，2016年年初中断。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
月首次会晤时商定，重新连接韩朝跨境公路和铁路。
两人9月第三次会晤时商定，年底前举行连接东海线、
西海线铁路和公路的动工仪式。

就公路项目合作，韩朝今年多次会商。韩朝 11
月 12 日在开城举行公路联合考察团第二次会议，
讨论东海线公路联合考察日程、公路对接和现代化
等议题。

韩联社报道，由于美国方面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完
全无核化以前韩方过快推动与朝方合作，相关日程可
能受到影响。 新华社特稿

墨西哥新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
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1日在议会宣誓
就职，任期6年。

洛佩斯是墨西哥 70 多年来首名左
翼总统，隶属国家复兴运动党。他誓言
打击腐败、消除贫困和暴力，让墨西哥

“重生”。
【反腐除暴】

洛佩斯现年65岁，先前两次竞选总
统失败，今年7月1日当选新总统。

他1日在众议院举行就任后首次演
讲，承诺解决腐败和暴力问题。他说：

“转变将和平而有序，但会深入且（触
及）根本……因为我们将终结阻碍墨西
哥重生的腐败和逍遥法外。”

“政府将不再是一个向贪婪的少数
人提供服务的委员会。”他声明，将以

“零容忍”态度处置政府腐败，官员们不
可以像以前那样，“做掠夺（社会）的帮
凶”。

就应对暴力犯罪，洛佩斯打算对国
民警卫队施行军事化，亲自督察每天早
晨6时报送的治安简报。

墨西哥2017年确认超过2.5万起谋
杀案，其中 7 月至 10 月超过 1 万起，是
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血腥的4个月”。

【安内抚外】
洛佩斯就职演讲中16次提及“新自

由主义”，认定墨西哥现有危机除了归
因于腐败，还缘于“过去36年施行新自
由主义政策的失败”。

他没有点名前任总统恩里克·培尼
亚·涅托，但批评前任政府向私人投资
开放能源产业，致使石油产量下降。他
希望建更多国有炼油厂，鼓励墨西哥人

“不买外国货，而要在墨西哥生产自己
消费的产品”。

包括叫停首都新机场项目在内，洛
佩斯的经济政策令市场担忧。这名新
总统1日试图安抚投资者，说：“外国和
国际投资者的投资会有保障，我们甚至
会创造条件，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回报
……因为墨西哥会有诚信、法治、明确
的规则、经济增长和自信。”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和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1日出席就职
仪式。谈及与美国的关系，洛佩斯说：

“从 7 月 1 日当选那天起，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就与我尊重相待。”

他说，愿与美国、加拿大政府和企
业达成协议，推动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
发展，留住试图北上美国的移民。

美联社解读，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墨
西哥准备安置试图前往美国寻求庇护
的中美洲移民，以换取美方对墨方发展
提供援助。

【行止从简】
就职当天，洛佩斯乘坐一辆低调

“大众”牌白色轿车抵达众议院，贴身安
全保卫人员人数不多。

与前任不同，洛佩斯解散上千人总
统安保团队，精简为一个不携带武器的
小团队。他声称打算卖掉总统专机。

洛佩斯拒绝入住总统官邸，打算把
总统办公室搬回曾经是政府所在地的
国家宫，以节省开支。现有总统官邸位
于洛斯皮诺斯，上世纪30年代始建，富
丽堂皇。按照新总统的设想，总统府将
用于公共活动，定于每周六向公众开
放。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日电（记者栾海）俄罗斯克
里姆林宫网站 12 月 1 日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当
天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刻赤海峡局势进行简略交谈，双方对该问题各持
立场。

普京当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记者会。针对俄
美未能按预期举行会晤，普京表示，很遗憾当俄美元首
准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之际发生了刻赤海峡
挑衅事件，导致美方认为此次会晤不宜举行。普京说，
他当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交谈并简略回答了特朗普提出
的关于刻赤海峡局势的问题，表达了俄方对此事的看
法。对于这一问题，俄美双方各有立场并坚持各自观
点。

普京指出，考虑到美方打算退出《中导条约》、俄美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俄美元首早
该会晤。“希望在美方做好相关准备后，俄美元首能够
举行会晤。”

另据俄媒体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日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说，在俄美元首阿根廷会晤被取消后，
美国白宫办公厅与俄总统办公厅进行了联络，但双方
未取得任何共识。“俄美间有待讨论的紧迫问题越多，
两国关系就会越紧张，但普京与特朗普近期未必举行
会谈。”

另据俄新社1日援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话报道，
特朗普总统愿与普京总统会晤，有很多问题需要双方
推动解决，特朗普正试图找到推动美俄关系前行的途
径。蓬佩奥说，美俄间或许可以取得某些进展，但刻赤
海峡局势对此有所妨碍。

12 月 1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降半旗志
哀。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办

公室11月30日晚发表声明说，老布什于美国中部时间
当晚10时（北京时间12月1日12时）许在休斯敦去世，
享年94岁。 新华社发（沈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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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方加速韩朝跨境公路国内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