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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一家航空追踪机

构 1 日说， 美国空军一架

U-2S

侦

察机前一天出现在韩国首都首尔等

地上空。

这个名为“飞机关注” 的网站

说， 追踪到这架美军侦察机在朝鲜

半岛 1.5万多米高空巡航， 飞越首

尔及周边区域、江原道和忠清道。

多年来， 美军侦察机经常从韩

国或日本起飞， 前往朝鲜边境执行

监视任务。

韩联社报道，美国近来加大对

朝鲜监视和情报搜集，只是美军侦

察机出现在首尔及周边区域上空

的次数较以往明显增多，令人心生

疑窦。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 11 月 28 日

说， 侦测到朝鲜当天从咸镜南道连

浦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发

射体，疑似“超大型火箭炮炮弹” 。

日本海上保安厅 28日则说，朝方发

射“弹道导弹” 。

朝鲜中央通讯社 11 月 29 日报

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

“超大型火箭炮”试射，对试射结果

极为满意。 朝方报道没有提及试射

时间和地点。依据先前惯例，朝中社

通常在试射武器次日发出报道。

韩联社报道， 朝方最新试射是

今年第 13次武器试射。

美军侦察机

再现首尔上空

据新华社电 一辆旅游客车 12

月 1 日在突尼斯西北部地区坠落

山谷，目前已造成 26 人死亡、16 人

受伤。

突尼斯内政部 1 日发表声明

说， 一辆私人旅行社的客车当天在

突西北部巴杰省山区行驶时失控冲

出金属护栏，坠落山谷。 受伤人员已

被送往当地医院。

声明说， 车上乘客大多是 20

多岁的突尼斯年轻人，他们当天从

首都突尼斯出发前往巴杰省一个

城市旅游。

突尼斯卫生部 1 日晚发布消息

说，车上人员已有 26 人死亡，另有

16人在接受治疗。

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和总

理沙赫德当天前往巴杰省视察情

况，并慰问伤员和遇难者家属。

目前突尼斯官方机构没有说明

车祸死伤者中是否有外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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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警方与

贩毒集团武装人员接连两天交火，

共计 20人死亡，包括 2名平民。

墨西哥总统 12 月 1 日说，墨方

将自主处理国内安全事务， 不容其

他国家干预。

警匪枪战

科阿韦拉州政府 12月 1日发布

声明，说警方 11月 30日打死 7名武

装人员，12 月 1 日打死 7 名武装人

员，另有 3具尸体的身份待辨认。

当天晚些时候，州政府再次发

布声明， 说警方两天内打死 14 名

武装人员，4 名警方人员死亡；另有

2 名平民遭武装人员挟持并杀害。6

名警察受伤，4 名平民遭武装人员

扣为人质。

11 月 30 日中午， 载有超过 60

名武装人员的车队进入科阿韦拉州

乌尼翁镇，车上装备重型武器。武装

人员扫射镇政府办公楼、 挟持多名

人质、与警方交火大约 90 分钟。 警

方击毙多名武装人员， 随后追击其

他人，12月 1日再次击毙多人。

科阿韦拉州政府说， 警方缴获

17 辆武装汽车，正在直升机协助下

继续抓捕袭击者。 他们是墨西哥北

部贩毒集团成员， 袭击的原因可能

包括扩大势力范围。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

乌尼翁镇响起密集枪声， 有人惊慌

喊道：“待在屋里。别出去。”媒体照

片显示，许多车辆遭焚毁，镇政府办

公楼的墙上满是弹孔。

拒绝干预

12 月 1 日是安德烈斯·曼努埃

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就任墨西哥

总统一周年。他当天发表讲话，谈及

国内安全形势，拒绝外国干预。

洛佩斯在首都墨西哥城索卡洛

广场告诉数以千计支持者：“我们

不接受任何形式干预， 我们是主权

和自由国家。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1 月

27 日说，他打算将墨西哥贩毒集团

认定为恐怖组织， 但没有提及后续

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11月初，9名

美国公民在墨西哥北部遇袭身亡，

大部分死者同时有墨西哥国籍，特

朗普随后敦促墨方向贩毒集团宣

战，说美方愿意提供帮助。

墨方反对美方插手， 担心美方

可能在墨西哥境内采取单边行动。

政治分析师法尔科·恩斯特告

诉路透社记者， 毒贩不会自行克制

或收敛暴力行为， 打击贩毒集团应

成为墨西哥政府整体安全策略的重

心之一。只是，墨西哥政府近日对贩

毒集团“妥协”触发批评。

墨西哥警方上月抓住大毒枭华

金·古斯曼之子奥维迪奥·古斯曼，

触发毒贩武装袭击， 警方被迫释放

奥维迪奥。洛佩斯事后解释，防止流

血冲突比逮捕奥维迪奥更重要。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洛佩斯依

然受到民众欢迎。 11月初遇袭死亡

的一名美国人的家属告诉媒体记

者，墨西哥政府的政策“不管用” ，

但她依然支持洛佩斯。

据新华社电 马耳他一名记者

遇害案持续发酵，总理约瑟夫·穆斯

卡特 12 月 1 日宣布，“出于形势需

要” ，明年 1月辞职。

穆斯卡特说，他打算 1 月 12 日

辞任执政党工党主席、 数天后辞任

总理； 工党将选出新领导人出任总

理。他否认与知名女记者达夫妮·卡

鲁阿纳·加利齐亚两年前遭汽车炸

弹袭击案有牵连，称辞职只是“形势

需要” 。

穆斯卡特现年 45岁，2013年出

任总理，2017年连任。包括加利齐亚

家人在内的数以千计示威者近期不

断施压，要求穆斯卡特下台，指认他

包庇袭击事件相关人员。

法新社报道，加利齐亚从事反

腐败报道，指认总理办公室主任基

斯·斯肯布里、旅游部长康拉德·米

齐和经济部长克里斯蒂安·卡尔多

纳腐败。 斯肯布里和米齐 11 月 26

日辞职。 斯肯布里同一天遭逮捕，

28 日获释， 触发他获得包庇的质

疑。

警方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遭

指控参与谋杀的马耳他大亨约尔

根·费内克指认斯肯布里是“真正

主谋” 。

另外， 这一案件的主调查人基

思·阿诺德遭指认与穆斯卡特和斯

肯布里关系密切。

马耳他位于地中海， 是欧洲联

盟成员国。 欧洲议会一个代表团定

于 2 日抵达马耳他， 将就这个国家

司法系统独立性和高官所受腐败指

认作调查。

特朗普敦促墨方向贩毒集团宣战，说美方愿意提供帮助

打击贩毒集团 墨西哥拒外国插手

据新华社

突尼斯一客车坠落山谷 26人死亡

记者遇害案发酵

马耳他总理将辞职

据新华社电 巴西圣保罗市警

方 12月 1日追捕两名持枪男子时，

后者冲入街头聚会的人群， 引发踩

踏，9人死亡、7人受伤。

事件发生在圣保罗市帕赖索波

利斯贫民区。警方说，两名男子骑着

一辆摩托车， 向追捕他们的警察开

枪，随后冲入大约 5000人参加的街

头聚会，引发踩踏。 警方因“扰民”

追捕这两名男子，两人迄今在逃。

当地媒体报道， 人群中有人朝

警方扔石头、瓶子甚至开枪。警方发

言人埃默森·马塞拉告诉媒体记者，

警方遭到攻击后使用了催泪瓦斯和

橡胶子弹。

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里亚说，

将彻查这一事件。

巴西踩踏事件

致9死7伤

调查人员查看客车残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