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据巴西环球网
１１月２９日报道， 圣保罗州雅西
市一居民上周末在街头发现一
块恐龙化石， 令人啧啧称奇。

罗米尔多·戈尔多尼是一
名商贩， 他在路上卖东西时看
到这个奇怪的物体。“我拿回家
后还开玩笑说， 这是恐龙化石
吧，没想到真是一块恐龙化石！”

经专家鉴定， 这是一只身
长约２０米、 生活在８０００万年前
的恐龙的股骨化石。

这块恐龙化石发现 地 点
近期因为修路而被挖掘 ，专
家们认为这是出现恐龙化石的
原因。

古生物学家法比亚诺·维
多里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并
找到一块可能是食肉型恐龙的
牙齿，以及一些小块骨头化石。

戈尔多尼起初将化石放在
尚在建设的自家店铺阳台上，
因为好奇的邻居问个不停， 他
最终把化石送到了博物馆。 目
前， 专家正在乌邵阿古生物学
博物馆对化石进行研究， 之后
将在这家博物馆展出。

巴西居民在街头
发现恐龙化石

【国际】新闻 07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
使德米斯图拉１１月２９日在联合国
日内瓦总部分别与叙政府代表团
和反对派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
中断４个多月的叙利亚问题政治
进程得以重启， 但双方代表团尚
未如外界预期的那样进行 “面对
面的直接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 鉴于目前叙
政府与反对派之间、 反对派内部
各派别之间分歧依然尖锐， 此轮
和谈难以取得突破。 叙利亚政治
进程仍将在艰难曲折中前行。

局势有变化
本轮和谈是在极端组织 “伊

斯兰国” 在叙利亚境内主要力量
被歼灭的新形势下召开的。 在战
场形势明显改善 、 反 恐 取 得 阶
段性胜利的背景下 ， 日内瓦和
谈在联合国主导下重启， 标志着
叙 利 亚 政 治 进 程 进 入 了 一 个
新阶段。

自今年７月上一轮日内瓦和
谈结束以来， 叙利亚国内局势发
生了显著变化。 一方面， 叙政府
军在俄罗斯等盟友的支持下， 不
断从 “伊斯兰国 ” 手中收复失
地， 实际控制区不断扩大， 对反
对 派 武 装 的 军 事 优 势 进 一 步
增强。

另一方面， 俄罗斯、 土耳其
和 伊 朗 今 年 以 来 在 哈 萨 克 斯
坦首都阿斯塔纳召集多轮和谈，
就在叙境内设立４个 “冲突降级
区” 达成共识， 相关地区先后实
现停火。

在此背景下， 由联合国主导
的本轮和谈将 “选举 ” 和 “宪
法” 定为主题。 主要由来自沙特
利雅得、 俄罗斯莫斯科和埃及开
罗的代表所组成的反对派代表团
一改以往各自为战的局面， 首次
组成了统一的 “叙利亚谈判委员
会” 坐到了谈判桌一边。

但反对派方面仍坚持 “政治
过渡要以叙总统巴沙尔下台为开
端” 的立场。 叙利亚政府代表团
因此将行程推迟一日， 于１１月２９
日才抵达日内瓦， 并拒绝了延长
和谈时间的要求， 以表达对反对
派的不满。

分歧依旧在
基于叙政府和反对派的态

度，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轮和谈
仍难实现突破。

首先， 在 “巴沙尔去留” 这
一问题上双方的根本分歧没有变
化。 不论这一议题是否会在此轮
和谈中被涉及， 反对派代表团以
“巴沙尔下台” 作为政治过渡先
决条件的立场非常明确， 而政府
代表团则坚持该议题是不可触碰
的红线。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
德·奥马里认为， 反对派坚持要
求巴沙尔下台是 “不切实际” 的
要求。 在叙政府军已在战场上形
成优势乃至胜势的情况下， 反对
派在这一问题上如不能作出妥
协， 和谈将很难推进。

其次， 尽管在形式上组成了
统一的和谈代表团， 但反对派内

部意见并不一致 。 观察人士认
为， 反对派各派别分别受到不同
外部势力影响 ， 普遍缺乏独立
性， 且各有所图。

叙境内反对派组织 “叙利亚
民主阵线” 秘书长马哈茂德·马
尔伊告诉新华社记者， 受到沙特
支持、 态度强硬的利雅得派和立
场相对温和的莫斯科派、 开罗派
意见不一致， 而在３６人组成的代
表团里利雅得派有２８人。

同时，马尔伊指出，叙境内反
对派一直被排除在日内瓦和谈之
外， 因此反对派代表团并不具有
广泛代表性。 这既不符合联合国
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第２２５４
号决议相关原则， 也阻碍了日内
瓦和谈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此外， 反恐问题也是一个难
点 。 当前 ， 叙境内的 “伊斯兰
国” 武装虽然受到严重打击， 但
恐怖主义势力并未被完全消灭，
还有反扑的可能。 对所有恐怖组
织的打击还应继续下去， 叙政府
坚持要谈反恐议题， 但反对派则
对此一直回避。

仍需推动力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 多轮日

内瓦和谈未取得明显成果， 令人
失望， 因此很多人把目光转向阿
斯塔纳和谈和即将在俄罗斯索契
举行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

马尔伊认为， 日内瓦和谈已
变成大国博弈的舞台和个别反对
派组织例行公事的会场， 而由俄
罗斯主导的和谈更加包容务实。

“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将包括叙
利亚各政党、 族群和教派人士，
有着更广泛的代表性。”

不过 ， 叙境内主要反对派
“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
构” 发言人哈达姆认为， 多轮日
内瓦和谈取得了一定成果， 例如
反对派代表团剔除了持极端立场
的反对派成员， 形式上完成了统
一， 各方就修订宪法、 举行选举
等议题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日内瓦和谈依然是不可替
代、 最权威的平台， 但和谈仍需
要更有效、 更大的推动力。” 哈
达姆说。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
晓岩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虽然各
方都有自己的考虑， 也有一些反
复， 但最后各方都决定来参加日
内瓦和谈，这传递出“好的信息”。

他说， 这是反对派首次组成
一个统一的代表团来参与和谈，
反对派几个主要派别之间也有了
大体统一的立场， 这对于和谈来
说 “是一件好事”。 中国希望各
方都展现出足够的真诚和政治意
愿， 展示出足够的灵活性， 有勇
气有智慧做出必要的妥协， 这样
才能推动政治进程继续往前走。

解晓岩认为， 为本轮和谈设
定成果目标是不现实的。 叙利亚
政治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
长短取决于很多因素， 不能期望
一蹴而就。 但只要各方努力坚持
对话和谈判， 积攒共识， 集腋成
裘， 就是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终
会取得突破。 据新华社

叙利亚和谈重启：有老问题 也有新变化

“分手费”敲定
英国“脱欧”艰难前进一步

新华社电 日本研究人员
最新研发出一种更加安全的锂
离子电池电解液， 即便遇到高
温等环境也不易燃烧或爆炸。

锂电池广泛应用于电动汽
车或手机等电子设备， 但传统
的锂离子电池使用的是极易燃
的有机电解液，安全隐患严重。

来自东京大学等机构的研
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 《自然·
能源》 杂志上发文介绍说， 他
们研发的是一种含有阻燃剂磷
酸三甲酯的高浓度电解液。 这
种电解液不易燃烧， 并可实现
高稳定充放电１０００多次或时长
一年以上， 使用寿命堪比甚至
超过了传统的锂离子电池。

研究小组指出， 这种电解
液可以使锂离子电池的工作电
压从当前的３．７伏特提高到４．６
伏特， 将适用于电动汽车等高
能量密度、 高安全的储能电池
要求， 研究小组将和有关企业
推进研究。

新华社电 美国航空公司
发言人米勒１１月２９日承认， 由
于美航排班系统出现故障， 有
过多飞行员被安排在１２月中下
旬休假， 导致圣诞节旅行高峰
期人手不足。 但他没有透露有
多少航班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不过， 美国飞行员联合会
称， 由于这一故障， 美航在１２
月１７日至年底期间大约有１.５
万架次航班没有安排机长或副
驾驶或两者皆无 。 预计达拉
斯、 芝加哥、 迈阿密等十几个
美国机场将受到影响。

米勒说， 美航将采取支付
平日１.５倍的时薪和动用后备
飞行员等措施， 确保圣诞节旅
行高峰期的航班运营和乘客行
程不受影响。

美国航空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航空公司 ， 拥有约１.５万名
飞行员， 预计今年１２月将运营
超过２０万架次航班。

日本研发出一种
防火防爆锂电池

美航排班系统出故障
圣诞期间飞行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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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英国媒体１１月２９日称，英国与欧盟已在“脱欧分手费”问题的谈判中取得
较大进展。据估计，英国可能将向欧盟支付大约５００亿英镑（约合６７４亿美元）。 分析
人士指出，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脱欧”谈判正式启动以来英欧双方取得的第一个
实质性进展。尽管如此，这一史无前例的谈判仍有许多“硬骨头”要啃。

《卫报 》 说 ， 英国在 “分手
费” 谈判中向欧盟让步， 欧盟官
员不愿讨论 “分手费” 的具体金
额， 预计最终可能在５３０亿至５８０
亿英镑 （约合 ７１４亿至 ７８１亿美
元） 之间。

《金融时报 》 引述多名了解
谈判情况的外交官的话说， 欧盟
要求英国支付的分手费总额接近
１０００亿欧元 （约合１１８６亿美元），
但在扣除各种减免费用后， 英方
实际支付的金额将不到这一数字

的一半。
《每日电讯报》 则说， 英欧

在 “分手费” 上已达成协议， 最
终金额取决于用何种方式计算，
估计在４５０亿至５５０亿欧元 （约合
５３４亿至６５２亿美元） 之间。

新华社记者１１月２９日向英国
外交部求证， 一名发言人并未回
应“分手费”的具体数额，仅表示
谈判仍在进行， 双方正在探索如
何继续保持谈判中已经出现的积
极势头，将谈判推进至下一阶段。

有英国专家认为 ， 最终的
“分手费” 数额可能将高于媒体
估计的数额。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教授伊安·贝格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 英国和欧盟可能就
“分手费” 达成一个书面协议，但
英国真正付出的费用可能要比这
一数字高出许多， 因为这笔费用
后可能藏着许多 “附加条件”。

“这也是英欧双方为何目前
还不谈论这一具体数字的原因。”
贝格说。

所谓 “分手费” 涵盖了英国
籍前欧盟工作人员退休金、 在英
欧盟机构搬迁费用以及英国对欧
盟财政的承诺等内容。

今年３月， 英国启动 “脱欧”
进程。 发令枪虽响， 道阻且长。
直到媒体报道双方就 “分手费”
问题取得较大进展前， “脱欧”
进程一直陷于僵局。 英国政府面

临欧盟、 英国反对党以及执政党
内 “留欧派” 等多方同时施压，
处境艰难。

此前， 英欧双方在英国是否
支付 “分手费” 及支付数额方面
有明显分歧。 今年９月， 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曾承诺在两年内继
续向欧盟支付总计 ２００亿欧元
（约合２３７亿美元）， 以作为 “脱

欧” 过渡期内英国继续留在欧
洲共同市场的代价 。 而据一些
欧洲媒体报道， 欧盟方面此前索
要的 “分手费” 金额高达１０００亿
欧元。

英国舆论认为， “分手费 ”
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实质性进展，
将给英欧在其他方面的谈判带来
帮助。

即便 “分手费” 问题解决，
“脱欧” 谈判也还面临其他几个
“难啃的骨头”。

最近几天， 爱尔兰边界问题
和双方公民权利问题已取代 “分
手费” 问题，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 特别是爱尔兰边界问题， 预
计将成为下一阶段谈判的重点。

爱尔兰是欧盟国家， 目前英
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之间人
员与货物均可自由流动。 一旦英
国正式 “脱欧”， 英国与爱尔兰
之间的边界将从现在欧盟内部两
国的边界变为欧盟与非欧盟国家
的边界， 因此外界普遍关注这一
边界未来将如何安排。

今年８月 ， 英国政府公布一
系列 “脱欧” 立场文件。 其中提
到，英国“脱欧”后将努力确保英
国与爱尔兰边界的 “无缝对接”，
建议不在这条边界设海关等实体
设施， 在人员自由通行方面也维
持现状。 这意味着英方不希望目
前的这条 “软” 边界变 “硬”。

但如果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维
持现在的 “软” 边界， 英国 “脱
欧” 后就无法阻止来自欧盟其他
国家的移民通过爱尔兰边界进入
英国。

此前几轮 “脱欧 ” 谈判中 ，
英欧双方都没有针对这一问题提
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欧盟方面坚
持， 这一问题不解决， 英国最关
心的关于 “脱欧” 后贸易问题的
谈判就无法展开。 据新华社

金额尚未公布

实质性进展

下阶段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