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9日，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圣巴巴拉县蒙特西托，搜救
犬在被泥石流摧毁的房屋内搜
救。

美国加州消防部门 10日
说，冬季风暴所引发的泥石流已
造成至少17人死亡。

新华社

新华社加拉加斯1月10日电 委内瑞拉
新闻部长罗德里格斯 10日说,委制宪大会成
员托马斯·卢塞纳当日在遭不明武装人员刺
杀后身亡,当局已对此展开调查。

罗德里格斯说,卢塞纳当天在西部城市
巴莱拉遭到骑着摩托车的两名武装人员袭
击,随后身亡。他认为卢塞纳可能遭到了政治
谋杀,警方已对此展开调查。

罗德里格斯表示,就在卢塞纳遇刺后,主
要反对党之一人民意志党发表声明说,如果
反对党联盟与政府下一轮对话失败,该党将
号召其支持者重返街头抗议政府。

罗德里格斯说,若调查结果显示卢塞纳
死因与政治谋杀有关,相关人员和组织将受
到严厉制裁。

2017年 8月 4日,委内瑞拉制宪大会正
式成立,由在全国范围选举产生的 545名成
员组成。委政府希望通过重新制定宪法,解除
反对派占多数的议会的权力。反对派对此予
以抵制,拒绝承认制宪大会的合法性。

委内瑞拉
制宪大会成员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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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国关系图景四大看点
大国关系,深刻影响世界局势走向。

2018年,美俄、欧美、俄欧关系走势将
使国际局势呈现一些新特点,而致力于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将继续为大国关
系注入更多稳定性。

看点一:美俄对抗难缓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 12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中表示,俄罗斯企图塑造一
个有违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是侵蚀
美国实力与繁荣的“竞争对手”。

在特朗普处理对俄关系时,美国共和
党、国会内部对俄鹰派发挥重要作用,导
致美俄关系难以缓和。俄总理梅德韦杰
夫表示,反俄的歇斯底里情绪已成为影响
美国内政的重要因素。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通俄门”
调查势头不会减弱,势必对特朗普对俄政
策形成牵制。可以预料,特朗普难以在缓
和美俄关系上有实质举动。

看点二:欧美关系不稳固
2017年,欧美关系经历了“特朗普

效应”的震荡,双方在防务、多边贸易、
气候变化、难民等问题上疏离倾向明显。

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教授施塔尔
认为,美国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对世贸规
则的不尊重将进一步削弱国际贸易秩序,
而欧盟拥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这将

是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变量。
欧美关系的另一重要变量体现在防

务方面。虽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指出“北约仍是欧洲集体防御的基石”,
但近年来欧盟也在加快自我防务建设的
步伐。

一年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等“退群”举动频频,凸显美国政府单边
主主义倾向,这与欧洲国家奉行的多边方
针背道而驰。哈佛大学教授、前副国务
卿伯恩斯近日撰文指出,美欧目前出现分
歧的领域已多过彼此一致的领域。

看点三:俄欧关系待重塑
乌克兰问题继续对欧洲形成困扰。

法德两国曾以诺曼底模式(即法、德、
俄、乌四方磋商)寻求迅速解决途径,但
该磋商机制去年陷入停滞,加之难民危
机、恐怖主义蔓延,欧洲自顾不暇,只能
以经济利益受损为代价,追随美国保持对
俄制裁。

施塔尔认为,欧盟意识到俄罗斯作为
主要玩家已重回国际舞台,与俄合作有利
于解决乌克兰冲突和叙利亚问题,并且符
合欧盟经济利益,但欧盟也想抵消俄在东
欧的影响力。2018年俄欧关系两重性的
特点将更加明显。

美国对俄政策也是影响俄欧关系的
重要变量。美国强硬支持乌克兰、谋求

向欧洲出口更多能源支持欧盟,都可能强
化欧盟对俄立场,加剧俄欧紧张局势。

看点四:中国注入稳定性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大国协调和合

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框架。可以期待,中国将为大国关系注入
更多稳定性。

2017年,中美元首举行三次会晤,
多次通话通信,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战
略稳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
拉塞尔认为,“如果美中不合作,很难
想象哪些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能得
到解决”。展望 2018年,两国虽有分
歧,但中美关系航船总体上将平稳前
行。

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日益显
示出坚韧性和稳定性。对于两国关系前
景,俄总统普京在去年 12月年度记者会
上表示,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是俄全国
共识。展望 2018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将会结出新硕果。

欧盟表示,正在制定欧亚大陆互联互
通规划蓝图,并将与“一带一路”倡议对
接。展望 2018年,中国将继续同欧方
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推进中欧和平、
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
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新的更
大发展。 (新华社北京 1月 11日电)

新华社首尔1月10日电 韩国总统文在
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10日在通电话时说,将
进一步强化韩美合作。

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消息,两国领
导人进行了 30分钟通话。双方表示,南北对
话超越了朝鲜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议题,
下一步或有可能进行以半岛无核化为目标的
朝美对话。

文在寅说,韩朝高级别对话的成果得益
于特朗普总统的坚定原则与合作。特朗普表
示,在合适的时间和情况下,如果朝鲜愿意对
话,美国将敞开对话大门。

特朗普说,近日有美国媒体报道他正在
考虑对朝进行军事打击,这纯属不实报道。南
北对话进行期间不会有任何军事行动。

特朗普还表示,将派副总统彭斯作为美
方代表团团长参加平昌冬奥会。

韩国和朝鲜 9日晚在板门店结束高级别
会谈。双方发表共同声明,就朝方参加平昌冬
奥会、双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一
致。双方强调,将举行各领域会谈,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问题。

韩美总统表示
将进一步强化两国合作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0日电 美国白宫
10日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当天早些时候
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时表示,他对美国
与朝鲜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展开对话持开
放态度。

特朗普还表示,将派副总统彭斯作为美
方代表团团长参加平昌冬奥会。

声明说,文在寅在电话里向特朗普通报
了 9日韩朝对话结果。他感谢特朗普在促成
对话过程中扮演的“重要领导角色”。二人强
调,将继续执行对朝“最大施压”政策。

韩国和朝鲜 9日晚在板门店结束高级别
会谈。双方发表共同声明,就朝方参加平昌冬
奥会、双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一
致。双方强调,还将举行各领域会谈,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

去年以来,朝鲜进行核试验并多次试射
导弹,美韩两国则扩大军演规模,朝鲜半岛局
势不断呈现紧张态势。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
坚持奉行所谓“最大施压”政策,以期迫使朝
鲜弃核,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今年 1月中
旬,美国将和多国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会议,
商讨下一步朝核问题解决策略。

特朗普称
对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

马来西亚委托一美国公司
继续搜寻马航370

新华社马来西亚普特拉
贾亚 1月 10日电 马来西亚
政府 10日和一家名为“海洋
无限”美国水下探测公司正
式签约,委托该公司在印度洋
上一块约2.5万平方公里的水
域继续搜寻马航370客机。

马交通部长廖中莱在签
约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马方
与“海洋无限”公司以“找
不到不给钱”为原则达成了
协议。这次搜寻行动将持续

90天,搜寻目标为找到飞机
残骸或“黑匣子”。

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南半
球当前的优良天气状况,“海
洋无限”公司签约前已派出
任务船只,预计于本月中旬抵
达搜寻水域开始作业。

“海洋无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普伦基特说,计划可在
3到 4周内完成对 2.5万平方
公里海域的搜寻。在搜寻未
果的情况下,公司仍有 60天

时间继续搜索。公司为此行
配备了4名曾参与 2009年法
航 447航班空难搜寻的专业
人士。

据介绍,此次搜索区域基
于澳大利亚调查人员去年 4
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他们对
飞机残骸漂流模型进行研究
后认为,370航班的坠海地点
最有可能在原搜索区域以北。

此前,由马来西亚、澳大
利亚和中国三方联合开展的

搜索行动完成了对南印度洋
一块 12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水
下搜索。在搜索未果后,三方
于2017年 1月宣布中止搜索
行动。

2014年 3月 8日,从马
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
的马航 370航班客机失联,机
上载有 239人。2015年 1月
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
该航班客机失事,并推定机上
所有人员遇难。

郑重提示：本报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
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武陵都市报分类广告

主营室内外墙地砖

地址：黔江区册山岔路口
销售热线：023-79250798

嘉畅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江泰石材
联系电话：13896891387
地址：黔江区宏扬酒店底楼旁

电话：18623689155
地址：黔江区正阳街道谊隆时代广场

3栋1－9

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导索文化

主营中德、中财、实德等塑钢门窗、铝合金
门窗、卷闸门防盗网、不锈钢、栏杆、无框窗
阳台、隐形纱窗、彩钢棚隐形防护网、晾衣
杆、地弹门等。

电话：13452210396地址：黔江区谭家湾居民点

堂皇吕塑门窗

电话：王开槐13364097799
地址：黔江区武陵山国际商贸城停车场旁

蒙娜丽莎陶瓷

综合展厅主营东风日产、一汽大众、别克、
江淮汽车、一汽奔腾等各类品牌轿车

电话:023－87915588
地址:黔江区谭家湾转盘

城北公社1919酒类直供
电话：023-79851919

18996911919

金鼎龙王
地址:城东街道南海鑫城5楼
订餐电话：023-79253456

地址：黔江区城东街道电信街59号
联系人：尚仕兵
联系电话：18996908333

黔江区屹涵汽车修理厂
欢迎
垂询

金鼎龙王 尊享美食
地址：城南街道金冠酒店1号楼5层行政部
销售热线：023-79323888

重庆心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心扉文化：专业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组织策划，旅游文化开放咨询服务。

专业基桩检测 专营声测管
服务电话13996912177(王老师)

13638238133（冉老师）

新城寻味特色美食，请到老黎牛串皮
老黎牛串皮
地址：正阳街道美食街（黔江海关正对面）
订餐电话17783276862

印象小城
电话：13996969380
地址：城西街道城西一路89号

印象小城：商务咨询会议接待，首选佳处

金娃娃童装店
一店：黔江区解放路179号金娃娃一店，13996944288
二店：黔江区解放路169号金娃娃二店，023─79222787
三店：黔江区新华大道西山金娃娃三店，023─87901988

四店：黔江区新华大道中段204号，023─79256086

金宝宝孕婴连锁
金宝宝产后恢复中心：023─79858778

保健院店：023─79828816
西山转盘店：023─79238505
马石角店：023─792228598
丹峰体验店：023─79858878

黔江区博艺幼儿园
地址:黔江区城东街道文汇社区
光明路3号（谭家湾转盘）。
电话：13983568834罗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