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是

特朗普的核心竞选承诺。 舆论推

测,特朗普做出最新决定首先是为

兑现这一承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

国所学者孙成昊说,由于缺乏“亮

眼” 成绩,一些铁杆支持者已开始

质疑特朗普过于软弱。 所以,他急

于巩固自己的选民基本盘,继续坚

持“逢奥必反” 的路线,显示自己

与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不同。

法新社报道,国内政治或许推

动特朗普朝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

列首都的方向迈进,“这是向保守

派选民和捐款人作出的姿态” 。

其次, 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

什纳的犹太裔背景和美国犹太利

益集团的作用不容忽视。 媒体报

道,特朗普任命库什纳为白宫高级

顾问后,犹太利益集团的活跃度出

现较大提升。

“库什纳及其背后的犹太利益

集团在耶路撒冷地位议题上对特

朗普有所施压。” 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说。

第三,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以色

列的倚重也是促成这一决定的重

要因素。 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查克·舒默在内的不少两党建制

派人士赞同特朗普的决定。

对特朗普所做决定,美国国内

呈现两种不同反应,支持者欢欣鼓

舞,反对者忧心忡忡。 先前,库什纳

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

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的表态显

现微妙差异。

就美方是否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库什纳说“总统将作

出他的决定” ;麦克马斯特称,“不

确定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

刁大明说,库什纳和犹太利益

集团积极推动美国作为域外国家

单方面改变对耶路撒冷地位的立

场;而军方需更多考虑美国的中东

盟友、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以及

美国国土安全和战略稳定等因素。

博联社总裁、 国际问题专家

马晓霖说,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外交

由国务院主导的传统,这一点与奥

巴马时代非常不同。

“特朗普不仅有决断权,而且

倚重身边‘小团体’ ,架空了国务

院,导致国务院和白宫就诸多问题

看法、策略和表态不一致,” 他说,

“这些国内问题不一致将对特朗

普政府的对外战略和外交产生长

远影响。 ”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虽然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

动迁馆进程,但执行过程仍有余地。

首先,新使馆选址并未确定。 白

宫官员在吹风会上并未明确说,新使

馆选址是否位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的争夺焦点地区,即东耶路撒冷。

其次, 因涉及人员和安保议

题,新使馆建设及搬迁预计耗费数

年。 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要求,特朗

普 6 日将再次签署延缓使馆搬迁

的文件,直至搬迁准备完成。

白宫方面坚称,美国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不会影响中东

和平进程。美国仍支持以“两国方

案” 解决以巴问题。 同时,美国对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修建定居点

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一些媒体报道,特朗普并未完

全亮出中东问题、 甚至国内政治

议题“底牌” ,为今后随时“翻盘”

“留了一手”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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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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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后将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

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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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该决定引发中东多国强烈反对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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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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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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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早些时候, 特朗普分别与

巴勒斯坦、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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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对全世界穆

斯林的感情造成极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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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举可能引发伊斯兰国家普遍

的反美、反以情绪。

此外, 美国驻伊斯兰国家外交人

员人身安全也可能因抗议而受威胁。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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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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原因

耶路撒冷

英国首相 险遭刺杀

伦敦警方宣布挫败该起自杀式恐怖袭击阴谋

据新华社电 沙特阿拉伯掀起

反腐风暴一个月后, 检察官宣布重

大进展: 目前仍被关押的 159 人中,

大多数人已经同意与检方达成和

解,即交出非法所得,换取获释。

总检察长沙特·穆吉卜 5 日在

一份声明中说, 自反腐风暴掀起后,

迄今共计传讯 320人,冻结 376 个银

行账户。 现阶段,159 人被关押在首

都利雅得的丽斯卡尔顿酒店。

穆吉卜说, 大多数嫌疑人已经

同意与检方达成“和解” ,承诺将非

法所得上交国库。 “必要的协议正

在收尾,以完成这类和解。 ”

沙特国王萨勒曼上月 4 日下令

成立由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

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 当晚便有

11 名王子、38 名现任和前任大臣及

众多富商被捕。

嫌疑人包括前国王阿卜杜拉的

儿子、国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号称

“中东巴菲特” 的沙特首富阿勒瓦

利德王子,现任经济和计划大臣阿蒂

勒、前利雅得省省长图尔基、前财政

大臣阿萨夫,以及前沙特航空公司总

裁等沙特军政商界重量级人物。

穆吉卜先前说, 这些嫌疑人过

去数十年间侵吞公款、贪腐,涉案金

额大约 1000亿美元。

上月底,穆罕默德王储接受美国

《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大约 95%的

在押嫌疑人同意和解,要么上交现金,

要么同意政府“分成” 其买卖收益。

同在上月底,王子米特阿卜与政府达

成“和解协议”后获释。 有媒体报道,

他支付超过 10亿美元“和解金” 。

沙特反腐一个月以来

嫌疑人大多

愿花钱“和解”

据新华社电 瑞士外交部 4 日

声明,将向尼日利亚政府返还一笔藏

在瑞士银行账户的约 3.2 亿美元贪

腐赃款。 据尼日利亚政府指控,这笔

钱属于已故前国家元首萨尼·阿巴查

1993 年至 1998 年执政期间非法侵

占数十亿美元国家资产的一部分。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这笔钱最

初存在卢森堡,后来转往瑞士。 瑞士

法院 2014 年底依据司法部门对阿

巴查儿子阿巴·阿巴查的起诉要求,

冻结这笔款项。

军队出身的阿巴查 1993 年起

任尼日利亚国家元首、 武装部队总

司令兼国防部长,1998 年 6 月因心

脏病突发去世。 阿巴查死后,尼日利

亚历届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冻结他藏

匿在瑞士银行的非法所得。 2000年,

瑞士冻结相关账户中的 6.4 亿美元

资产。 2005年,瑞士最高法院终审裁

定, 返还阿巴查藏匿在瑞士的绝大

部分非法资产。

过去 10 年,瑞士政府已向尼日

利亚政府归还 7 亿美元“阿巴查赃

款” ,剩余 3.2 亿美元是最后一笔遗

留在瑞士境内的赃款。

据了解,这笔余款将在“今后两

三年内” 分小笔分期汇出,通过设在

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转账,最

终存入尼日利亚政府账户。

尼日利亚将追回

3.2亿美元赃款

系前国家元首阿巴查

非法所得，存于瑞士银行

据新华社电 在阿富汗的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 和反政府武

装塔利班 5日和 6 日分别遭到空

袭,共有 31名武装分子被炸死。

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政府

6日发表声明说,战机 5 日对该省

阿钦行政区内“伊斯兰国” 的藏

匿地进行空中打击,共炸死 25 名

武装分子,并摧毁部分武器弹药。

声明说, 没有平民或政府安全人

员在袭击中死伤。

同日, 阿富汗政府军发言人

贾姆希迪对记者说, 阿军方 6 日

清晨出动战机, 空袭了塔利班在

阿北部法里亚布省的藏匿地,炸

死 6名武装分子。

“伊斯兰国” 和塔利班等近

来在阿富汗境内频繁实施袭击,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阿富汗政府

发起一系列军事行动对这些武装

组织进行打击。

31名武装分子

空袭中被击毙

阿富汗军方称：

12月 6日，伦敦警察在首相官邸附近警戒

耶路撒冷 （资料图片）

耶路撒冷背后的美国“三二一”

两种反应

留了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