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警方挫败一起暗杀首相的阴谋
新华社电 英国伦敦警方５

日宣布， 挫败了一起针对首相特
雷莎·梅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阴谋，
并 指 控 两 名 男 子 涉 嫌 谋 划 这
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 反恐部门１１
月２８日分别在伦敦北部和伯明翰
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
人。 两人目前已被关押， 警方５
日对他们正式提出指控， 两人６
日将在伦敦出庭受审。

据英国媒体报道 ， 警方认
为， 这两名男子企图在唐宁街１０
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
袭击， 并趁乱用刀刺杀梅。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
情五处 （英国安全局） 负责人安
德鲁·帕克５日向内阁通报了这起
暗杀阴谋 。 他说 ， 在过去一年

中， 英国已挫败９起在英国发动
恐怖袭击的图谋。 他说， 恐怖组
织 “伊斯兰国 ” 近来在 叙 利 亚
和 伊 拉 克 受 到 沉 重 打 击 后 ，
开 始 策 划 在 英 国 境 内 发 动 恐
怖袭击。

在帕克通报情况后， 英国首
相发言人表示， 梅对军情五处工
作人员 “为打击前所未有的恐怖
威胁而不知疲倦地工作表示感
谢 ”， 并认为尽管 “伊斯兰国 ”
已遭重创， 但 “这并不意味着威
胁已经消失”。

今年以来， 英国曼彻斯特和
伦敦等地发生多起恐怖袭击。 ５
月２２日， 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自
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２２人死
亡。 随后， “伊斯兰国” 在其网
站上宣称实施了这起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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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加强与欧盟的军事合作
新华社电 北约成员国外长

５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决定
进一步加强与欧盟合作， 提升军
事机动能力以及反恐等方面的协
作水平。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北约与欧盟
在２０１６年７月签署了加强合作的
联合声明， 随后双方采取了４２项
具体措施， 北约与欧盟一直在努
力落实这些措施， 在应对混合战
争威胁、 网络安全、 海上安全行
动等合作上取得进展。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军队和
装备的快速机动对于安全至关重
要， 这意味着需要简化过境手
续 、 充足的运输条件 ， 以及强
大的基础设施。 北约和欧盟将在
军事机动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具体

合作。
他说， 北约和欧盟还将加强

反恐信息交流， 以及协调彼此对
伙伴国家反恐的支援， 并强化女
性在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

斯托尔滕贝格还说， 欧盟日
前深化防务合作等举措有助于欧
盟国家国防开支的增加和军事现
代化， 也有利于跨大西洋盟友公
平分担军费。 他还强调欧盟防务
建设与北约的互补性，并指出“北
约仍然是欧洲集体防御的基石”。

近一段时间以来， 欧盟加快
自我防务建设的步伐。 ２３个欧盟
国家的外交和国防部长今年１１月
在欧盟外长理事会期间签署一项
联合协议 ， 达成在防务领域的
“永久结构性合作”， 开启欧洲防
务合作的新篇章。

美银美林乐观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

俄第五代战机苏-57换新发动机试飞
新华社电 俄罗斯第五代战

斗机苏－５７换装新发动机后， 日
前完成首次试飞。

据俄工业和贸易部网站５日
发布的通告说， 试飞由俄罗斯联
合航空制造集团的苏霍伊公司首
席试飞员操作完成， 共持续１７分
钟， 换装新发动机的苏－５７在试
飞中表现平稳。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曼图
罗夫表示， 此次试飞证明俄有能
力制造最新型飞机发动机及创新
型数字化飞机操纵系统， 俄飞机

制造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苏－５７战斗机在实验阶段被

称为Ｔ－５０战斗机 ， 由苏霍伊公
司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研发， 是
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研制的第一
款新型战斗机， 用以取代苏－２７
和米格－２９等主力机种。

据俄空天军总司令部和俄联
合航空制造集团消息， 苏－５７战
机 的 第 一 阶 段 测 试 将 于 今 年
１２月 结束 ， 随后开始第二阶段
测试， 按计划将于２０１９年开始小
批量生产。

新华社电 美国知名投资银
行美银美林５日举行全球经济年
终展望会， 发布２０１８年全球经济
十大预测， 对全球经济整体形势
表示乐观。

一、 标普５００指数将继续上
涨。 预计标普５００指数将于２０１８
年底达到２８００点， 但期间可能会
遭遇１０％甚至更高幅度的回调。

二、 全球经济稳健增长。 预
计２０１８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
３．８％， 高于２０１７年的３．７％， 大部
分经济体都将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三、 美国经济加速增长。 预
计２０１８年美国经济将增长２．４％，
高于２０１７年的２．２％， 明年美国失
业率将进一步降至３．９％。 税改方
案将令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美国经济
增速分别提高０．３个百分点。

四、 全球通胀水平将有所回
升。 ２０１８年底、２０１９年底美国核心
通胀率将分别涨至１．８％、２．０％；欧
洲通胀水平也将轻微上升， 预计
明年底核心通胀率会达到１．２％，

仍低于欧洲央行２％的目标。
五、 新兴市场投资回报率下

降。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欧洲
央行逐步退出货币宽松等因素，
都将影响新兴市场债券、 股票等
市场的投资回报， 地缘政治风险
等也会增加新兴市场不确定性。

六、 美联储升息步伐或超预
期。 市场可能低估了税改方案对
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 明年
一季度美联储加息节奏可能进一
步加快。

七、 外汇市场波动增强。 美
联储加息及税改导致美元回流等
因素将推高美元， 预计明年一季
度美元指数有望触及９７的高位。
但全年看， 受全球央行政策变化
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 美
元指数将会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八 、 大宗商品市场稳中有
涨。 美联储加息及美元升值将对
国际油价走势造成下行压力， 但
全球需求增长及产量控制将抵消
这一不利因素， 明年年中伦敦布

伦特油价预计将涨至每桶７０美元
左右。

九、 信贷息差收窄。 全球信
贷市场基本面趋势不尽相同， 并
不存在单一的全球信贷周期。 对
美国而言， 由于信贷市场需求旺
盛， 预计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信贷息差
会收窄 ； 由于量化宽松和负利
率， 欧洲市场信贷息差预计将连
续第二年收窄。

十、 美国股市投资回报将继
续强于债市。 预计２０１８年美国股
票市场投资回报将连续第七年强
于债市， 将创１９２８年以来新高。

美银美林全球经济研究主管
伊森·哈里斯表示 ， 总体来看 ，
美银美林对２０１８年全球经济增长
保持乐观， 大部分主要经济体都
会呈现出高于趋势增长、 温和通
胀态势。

他同时表示， 在２０１８年全球
经济下行压力方面， 地缘政治风
险、 贸易保护主义、 通胀超预期
增长是最值得关注的三大风险。

美研究为宇航服装上“带我回家”按钮
新华社电 对任何宇航员来

说， 在太空行走任务中 “搁浅”
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现在， 美国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 “带我回
家” 按钮， 只要启动它， 宇航服
就 将 自 动 把 宇 航 员 带 回 安 全
目的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目前采
取多种措施， 保证宇航员在太空
行走过程中的安全， 其中一种措
施是把一条绳子系在宇航员的身
上。 即便这条绳子意外断了， 宇
航员身上还背着一个喷气背包，
里面充满压缩气体， 启动这个背
包就可引导宇航员返回飞船或国
际空间站。

美国德雷珀公司近日发表声
明说， 喷气背包完全依赖手动操
作， 在紧急情况下启动背包对宇
航员而言可能是一个挑战， 为此
他们提出了一种 “带我回家” 的

自动导航解决方案。 该按钮可以
由宇航员、 空间站内的宇航员或
者地面控制中心启动， 保证宇航
员安全回归。

研制这个按钮需攻克两大难
关。 首先是导航系统， 必须在没
有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 信号的
太空环境中确定精准位置； 其次
是导引系统， 要根据时间、 氧耗
量、 安全性等需求计算出最佳回
归路径， 尽快把宇航员送回安全
地点。

德雷珀公司太空系统主管西
默斯·图伊说： “在太空， 要给
宇航员定向定位方向是一个挑
战， 因为那里没有重力， 没有简
单的办法来确定上和下， 我们的
技术通过保证宇航员的安全， 提
高任务的成功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这项
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

美国官员５日说， 总统特朗
普将于当地时间６日宣布承认耶
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但美国驻
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工作
预计将耗时数年才能完成。

这将是美国总统首次作出这
一表态，引发中东多国强烈反对。
中东多国警告，此举可能引发“危
险后果”，破坏巴以和平进程。

【新闻事实】
美国政府官员５日晚举行媒

体吹风会， 三名匿名高级官员表
示， 特朗普此举主要是对 “现实
的认可 ”， 也是兑现竞选承诺 ，
同时 ， 美驻以使馆从特拉 维 夫
搬 迁 至 耶 路 撒 冷 的 工 作 将 启
动 。 但因涉及人员和安保等问
题， 迁馆工作预计将耗时数年。
据悉， 特朗普将于６日签署推迟
迁馆的命令。

这些官员没有明确表示新使
馆选址是否会位于巴勒斯坦和以
色列的争夺焦点东耶路撒冷。

美国官员表示， 特朗普仍致
力于推进巴以和谈进程， 并准备
支持 “两国方案”。

当天早些时候， 特朗普分别
与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 、
埃 及 等 地 区 国 家 领 导 人 通 电
话通报上述决定 。各国均警告，
此举可能引发“危险后果”，将破
坏巴以和平进程， 也会对全世界
穆斯林的感情造成极大伤害。

【深度分析】
特朗普一旦正式宣布这一决

定， 必将引发中东地区和国际社
会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 这一举动势必会破坏
巴以和谈 ， 引发新一轮巴以冲
突， 增加地区紧张局势。 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如果美国承
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土耳
其将与以色列断交。

其次， 美国明显的偏袒立场
也会使其失去巴方信任， 使长期
以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所作努力
付诸东流， 此举可能会引发伊斯
兰国家普遍的反美、 反以情绪，
损害美国国际信誉和影响力。

此外， 美国驻伊斯兰国家外
交人员人身安全也可能因抗议活
动而受到威胁。

【第一评论】
美国政治圈有句名言 “政治

止于水边”， 意思是外交不应受
国内政治过多干扰， 两党应在对
外政策上显现 “统一战线”。 这
种做法确保美国对外政策延续
性， 也对国际局势稳定有帮助。

特朗普如果最终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 自然兑现了竞
选承诺， 取悦了亲以色列的保守
派选民， 政治上可能得分， 但却
为本已趋缓的巴以纷争人为制造
了新矛盾。

中东不稳定， 世界难太平 。
近期， 中东形势正处在一个从反
恐到促和、 从经济转型到社会变
革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节点， 为
政治私利让和平努力付诸东流，
受损害的不仅仅是中东， 还有美
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

【背景链接】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勒斯坦与

以色列和解对话中分歧最严重的
议题之一。 以色列于１９６７年中东
战争之后吞并东耶路撒冷， 并于
１９８０年通过立法单方面宣布整个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永久、 不可
分割的首都”。 巴勒斯坦坚持要
求把东耶路撒冷作为巴方首都。
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对耶
路撒冷拥有主权。 很多和以色列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把使馆设在特
拉维夫， 而非耶路撒冷。

美国国会１９９５年通过 “耶路
撒冷使馆法案”， 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 并要求政府于当
年５月３１日前将使馆迁往耶路撒
冷， 但允许总统以安全因素为由
推迟迁馆， 且必须每６个月签署
一份相关文件。

为拉拢亲以色列的美国选
民， 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承
诺， 上台后将把美驻以使馆迁至
耶路撒冷。 但为配合推动巴以恢
复和谈的努力，他于今年６月签署
了延缓搬迁的文件。 据新华社

要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特朗普决定引多国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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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 在强劲风力、 低
湿度以及干枯植被的助力下， 美
国南加州多地山火肆虐， 数以万
计的民众被紧急撤离， 数以百计
的建筑物被烧毁， 当地多条重要
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被关闭。 图为
消防员在火灾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加州山火肆虐
灭火面临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