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从阿富汗“体面撤军”
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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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墨西哥总统洛佩
斯30日在首都墨西哥城宣布， 墨
西哥 “毒品战争” 正式结束。

洛佩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目前这场战争已正式结
束， 我们需要和平， 并将获得和
平 。” 他表示政府将关注暴力 、
贩毒等现象背后的原因， 并提出
相应社会发展计划。

洛佩斯说， 这任墨西哥政府
没有逮捕犯罪集团和贩毒集团的
头目 ， 因为这不是政府主 要 职
能 。 政 府 主 要 职 能 是 保 护 公

共 安 全 ， 减 少 谋 杀 、 盗 窃 、
绑 架 等日常案件的发生 ， 以实
现国家和平。

墨西哥的毒品问题由来已
久。 2006年12月， 时任墨西哥总
统卡尔德龙正式宣布发动 “毒品
战争”， 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打击
盘踞墨西哥多年、 势力强大的各
贩毒集团 ， 但打击效果并不显
著。 2012年起， 时任总统培尼亚
采取长效和短效结合的禁毒机
制， 主张将毒品问题由军事打击
回归至社会问题治理上。

墨政府宣布“毒品战争”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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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20年的成长与烦恼

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彭亨州
苏丹阿卜杜拉·苏丹艾哈迈德·沙
阿31日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16任
最高元首。

阿卜杜拉当天一早从彭亨州
抵达首都吉隆坡， 随即出席了在
吉隆坡国会广场举行的欢迎仪
式。 现场奏马来西亚国歌， 鸣响
礼炮， 阿卜杜拉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 在吉隆坡的国家皇宫
举行了具有马来传统特色的宣誓
就职仪式。 在各州苏丹、 州统治
者或代表、 总理马哈蒂尔等政府

官员的见证下， 阿卜杜拉宣誓就
任第16任元首 。 他的任期 从 当
天开始 ， 为期 5年 。 霹雳州苏
丹纳兹林·沙阿宣誓就任副最
高元首。

阿卜杜拉24日由马来西亚统
治者会议任命为最高元首， 接替
于本月6日辞职的第15任最高元
首穆罕默德五世。 阿卜杜拉现年
59岁， 不久前接替其父亲出任彭
亨州苏丹。 根据当地媒体发布的
履历， 他热心体育， 现任国际足
联理事会理事。

新华社电 沙特阿拉伯王宫
办公厅30日晚发布声明说， 沙特
最 高 反 腐 委 员 会 开 展 的 反 腐
调 查 于 30日 结 束 。 调 查 报 告
显 示 ， 检方传讯 381人 ， 追回
4000亿里亚尔 （约合 1070亿美
元） 资产。

报告说， 沙特检察机关共传
讯了包括证人在内的381人， 检
方在对每个嫌疑人的案件进行调
查后， 87人在承认指控罪名后达

成和解， 交出非法所得后获释；
56人因本身已受到其他刑事指控
而被检方拒绝和解； 还有8名不
同意和解的嫌疑人将接受进一步
调查。

2017年11月4日 ， 萨勒曼宣
布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
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 以
打击贪污腐败和侵吞国家财产行
为， 随后几天， 包括王室成员在
内的200多人被捕。

马来西亚新任最高元首宣誓就职

沙特反腐调查追回约1070亿美元资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
前在会晤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时
表示， 谈论北约军队撤出阿富汗
这个话题为时尚早， 阿富汗冲突
的解决依然需要保持军事存在。
此前， 美方与塔利班达成框架协
议， 美国可能以全面撤出阿富汗
换取塔利班停火以及与阿富汗政
府进行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与塔利
班谈判旨在从阿富汗 “体面撤
军”， 而不是给阿富汗带来和平。
美国不负责任的做法将给阿富汗
带来新的动荡， “体面撤军” 不
过是自欺欺人。

别有所图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

别代表哈利勒扎德率领的代表团
近期与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就美国
撤军、 阿富汗内部对话和停火等
问题进行了新一轮谈判， 双方达
成一份框架协议。

据消息人士透露， 美方代表
和塔利班代表达成的共识要点包
括外国军队在签署和平协议后18
个月内撤离阿富汗； 塔利班向美
方承诺， 确保阿富汗不会受 “基
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等极端
组织利用而发动针对美国及其盟
友的袭击。

《纽约时报 》 报道说 ， 这份
框架协议需要细化为最终协议，

美方或将以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
回应塔利班同意停火并与阿富汗
政府直接谈判。

目前北约在阿富汗的驻军以
美军为主。 美国媒体曾多次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从阿富汗撤
军。 虽然特朗普本人尚 未 对 撤
军 问 题 进 行 最 终 明 确 表 态 ，
但此次美方高调宣扬与塔利班
的谈判成果令撤军话题再次成为
关注焦点。

美国中东研究所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项目主任马文·温鲍姆认
为 ， 目前美国和塔利班 的 谈 判
更 多 是 为 了 让 美 国 体 面 地 从
阿富汗撤军 ， 而不是为阿富汗
带来和平。 只有各方达成一个广
泛的停火协议， 阿富汗和解进程
才算开始。

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瑞安·
克罗克说， 由于特朗普本人已有
明确意图要从阿富汗撤出， 因此
哈利勒扎德的谈判受制于特朗普
政府的撤军政策。 现在的谈判只
不过是试图在表面上达成一个政
治协议， 避免给外界造成美国彻
底放弃阿富汗的印象。

自欺欺人
美国干涉阿富汗事务导致自

身深陷泥潭 ， 现在又想一撤了
之。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将在阿
富汗引发新的挑战和动荡， 所谓

“体面撤出” 只是一种自欺欺人、
一厢情愿的想法。

克罗克说， 由于谈判缺少阿
富汗政府的参与， 目前无论塔利
班作何保证， 结果恐怕都不会理
想。 如果美国在18个月内撤军，
目前处于上升势头的塔利班可能
会重新控制阿富汗。

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艾哈迈德·马吉迪亚尔认为， 塔
利班不愿意和阿富汗政府 “分享
权力”， 如果外国军队撤出阿富
汗， 塔利班可能试图重新推翻阿
富汗政府。 一个仓促达成的协议
加上美国撤军， 会使阿富汗局势
变得更加不稳定， 甚至可能出现
更大规模内战， 给 “基地” 组织
和 “伊斯兰国” 提供扩大势力的
空间。

分析人士指出， 过去几年，
尽管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实力不断
发展壮大， 但目前仍然非常依赖
北约联军的空中优势、 后勤保障
以及情报支持。 未来， 失去联军
支持的阿安全部队将会陷入更加
被动的局面。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
主任丹·马哈菲表示， 美国在阿
富汗的撤军计划或将使阿富汗的
安全形势恶化。 随着塔利班的地
位逐渐得到巩固， 阿富汗政府的
影响力或将仅仅局限在首都喀布
尔附近。 据新华社

物理意义上 ， 硬币只有两
面； 抽象含义里， 欧元硬币却不
止两面。

同样面值的普通欧元硬币 ，
发行铸造国家不同， 相同币值的
背面图案各不相同， 彰显个性。
以两欧元硬币为例， 德国发行的
图案是德国国徽 “联邦之鹰 ”；
法国的是 “自由、 平等、 博爱 ”
围绕的树 ； 意大利的是诗人但
丁； 爱尔兰的是竖琴……

与此相反， 欧元纸币的设计
并不基于成员国特色， 而用相对
中性的方式表现欧洲不同时期的
建筑风格， 彰显共性。

19个成员国 、 19套硬币 ； 1
个欧元区， 1套纸币， 欧元似乎
一直尝试用这种方式， 展现欧洲
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区一体化。

1999年1月1日， 欧元作为记
账和转账货币启动； 三年后， 欧
元纸币和硬币正式流通， 并取代
欧元区各国货币。 2019年， 欧元
步入 “弱冠” 之年。 作为一个现
代社会没有先例的共同货币， 欧
元的成长让不少专家大呼 “非同
寻常”。

德国人丹尼斯还记得少年时
第一次拿到欧元的感觉。 “它可
以在法国、 意大利消费， 不需在
机场换汇。” 对于少年丹尼斯来
说， 欧元的最大意义是横向比较
欧元区物价， 比如连锁快餐店在
不同成员国用同一种货币标价汉
堡， 金额却各不相同。

丹尼斯说 ， 小时候的印象
里 ， 德国马克是 “德国的钱 ”，
欧元则让跨国购物更加方便。 如
今， 丹尼斯更重视欧元带给人们
的 “欧洲意识”。 “保持欧元币
值是欧元区共同追求， 也让人意

识到这是一体的大家庭，” 丹尼
斯说。

欧元 20年 ， 欧元区持续扩
容 。 最初欧元区拥有11个成员
国 ， 2000年希腊 “达标 ”， 2007
年至2015年斯洛文尼亚等七国相
继加入， 将欧元区扩编至现在的
规模。

欧元20年， 货币币值大幅波
动。 1999年， 欧元对美元最初汇
率为1： 1.18。 随后汇率一路下
探 ， 最 低 至 1： 0.82。 2008年 ，
美元因次贷危机大幅贬值， 欧元
对美元汇率升至历史最高点1：
1.60。 此后数年 ， 汇率逐步回
落， 眼下不到1： 1.20。

欧元20年， 债务危机是 “至
暗时刻”。 但共同货币已经成为
欧元区民众的习惯， “不应回到
从前、 也不可能回到从前” 已成
共识。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先前在
意大利城市比萨发表演讲时指
出， 20年实践让欧元区经济关联
度更高， 价值链的建立让成员国
在贸易中不再采取竞争性货币贬
值政策。

德拉吉认为， 欧元区规模也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金融安全。
在全球化程度愈加深化背景下，
外部市场波动很容易引发内部不
稳定， 而欧元的存在减少了这种
波动对单一成员国的影响。

当然 ， 欧元的设计远非完
美。 英国学者邓肯·韦尔登分析，
2009年开始的债务危机让欧元区
经历了 “非常困难的五六年时
间”。 他说：“问题主要在于，尽管
采用相同货币政策， 但适用于德
国的基准利率并不能同样适用于
希腊或西班牙。 ”这也正是不少分

析人士提出的“欧元悖论”。
IHS马基特公司首席经济学

家纳里曼·贝拉韦什认为， 统一
货币政策和不统一的财政政策 ，
是欧元区 “结构性缺陷”。 贝拉
韦什说， 危机爆发后， 欧元区采
取了建设银行业联盟等措施应对
新的危机， 但这些措施并不足够
应对隐患。

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经济学
教授约尔格·比鲍近日在一篇论
文中提出， 欧元缺乏 “欧洲财政
机构” 来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
他认为， 建立相当于传统主权国
家中常见的 “单一财政机构加央
行” 的体系对于欧元未来的发展
非常关键。

事实上， 目前在法国和德国
的推动下， 欧元区正试图通过建
立欧元区预算、 设立 “欧盟财政
部长” 等措施改革欧元区结构设
计， 但各成员国在关键议题上还
没有达成共识， 有待继续磋商。

对内改革的同时， 欧盟委员
会近期还发布了提升欧元国际地
位的行动倡议， 建议在能源等战
略性领域更广泛使用欧元计价
等， 不过这些措施同样有待成员
国深入磋商。

无论今后如何发展， 欧元已
成为国际货币市场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韦尔登认为， 欧元的未来
与其民众基础密切相关。 “重要
的是， 我们应一直牢记， 即便经
济处在最艰难时刻的那些国家，
如希腊、 意大利等， 公众对欧元
的支持也一直很强烈。”

欧元已不仅是欧洲一体化进
程中的里程碑， 亦是欧洲统一和
稳定的象征， 更是人类货币发展
史上的伟大实践。 据新华社

受极地漩涡来袭影响， 美国芝加哥1月30日出现零下30摄氏度的
极低气温， 创下该市近25年来最低气温纪录。 图为一艘消防船停在结
冰的水中。 新华社发

美国芝加哥迎来25年来最低气温

伊朗推出新型国产无人机和导弹
新华社电 据伊朗国家电视

台报道， 伊朗军方在30日举办的
军事成就展上发布了一系列新型
国产无人机和导弹。

据报道， 伊朗军方当天正式
推出的无人机和导弹中，“卡曼-
12”型无人机重450公斤，能携带
100公斤的有效载荷， 作战半径
1000公里，能以每小时200公里的
速度连续飞行10小时。 另外，“萨
额科赫-2”型无人机和“沙赫德-

129”型无人机均配备光学、激光
和红外设备进行制导， 可携带炸
弹和导弹进行监视、 侦察和作战
行动。

伊朗军方还展出了两种配备
在新型无人机上的导弹。“阿卡赫
噶尔”型导弹长1.7米，射程300公
里，飞行时速600公里。“克萨德-
3” 型导弹长5.15米， 射程100公
里，飞行时速600公里，弹头最重
可达453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