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

总统府附近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表

示， 由于美国不断策动委国内政

变，委内瑞拉正式与美国断交。 同

时，马杜罗已签署文件，要求美国

驻委内瑞拉使馆所有外交人员在

72小时内撤离。

委内瑞拉突如其来的翻脸源于

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委反对党领

袖、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委“临

时总统” 。 针对马杜罗的断交决定，

美国立即回应称其“无权断交” 。

据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4

日通过其发言人发布声明称：“美国

不承认马杜罗政权为委内瑞拉政府，

因此我们不认为前总统马杜罗有权

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或是宣布我

们的外交官不受欢迎。 ”

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将保持与

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并将通过临

时总统瓜伊多的政府与委内瑞拉

继续保持关系。

据报道， 委内瑞拉民众 23 日

在政府反对派的呼吁下，上街示威

游行， 抗议 1 月 10 日宣誓连任总

统的马杜罗的统治。

委内瑞拉反对党领导人瓜伊

多现身示威游行，在数千人面前自

行宣布就任委内瑞拉 “临时总

统” 。 他表示将接掌国家的行政权

力、成立过渡政府，然后举行大选。

瓜伊多在人群中高喊， 抗议将继

续，“直到委内瑞拉得到解放” 。

在瓜伊多宣布就任 “临时总

统”后，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今天， 我正式承认委内瑞拉国民

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

临时总统。 ” 声明还指出，“马杜罗

政权是不合法的，委政府唯一合法

的行政部门是国会。 ”

特朗普补充说：“我们鼓励其

他西方国家政府承认瓜伊多为委

内瑞拉临时总统，我们也将与他们

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支持瓜伊多恢

复宪法合法性的努力。 ”

据媒体报道， 继美国之后，巴

西、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厄瓜多

尔、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以及美

洲国家组织（OAS）都宣称，承认

瓜伊多出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据报道，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古

巴已表态，继续支持马杜罗政权。委

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迪米尔·帕德

里诺·洛佩斯表示，军方不承认瓜伊

多为该国总统。

瓜伊多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可以说是委内瑞拉与美国间这场

“旋风冲突”的导火索，这位掀翻委

政局的“80后”究竟什么来头？

据媒体报道， 现年 35 岁的瓜

伊多出生于距离委内瑞拉首都约

30 公里的拉瓜伊拉，1999 年他们

一家经历了导致 3 万人死亡的世

纪大洪水，并因此流离失所了一段

日子。 不过，他顺利在国内读完大

学本科， 并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

攻读硕士课程。

面对国家衰退的经济，瓜伊多

主张市场经济和财政自由，他对支

持者说：“为了重建国家体制，我需

要所有委内瑞拉人民的支持。 ”

据报道，周二，委内瑞拉南部

城市奥尔达斯港的示威者愤怒地

推翻了已故社会党领袖乌戈·查韦

斯的雕像，他们将雕像分成两半并

将其中一部分悬挂在桥上。

查韦斯曾四度当选委内瑞拉

总统，是马杜罗的导师。 当政时期，

查韦斯增加穷人福利，加强政府管

制，强化各类补贴，而这些导致委

内瑞拉国内生产效率低下、犯罪率

升高和通货膨胀，贫富差距也不断

扩大。

周三，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开

始出现转折， 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宣

称自己为“临时总统” ，一些拉丁美

洲国家跟随美国的步伐表示支持。

前美国外交官兼美洲委员会副主

席法恩斯沃思表示， 瓜伊多的举

动、特朗普的迅速表态以及委内瑞

拉罕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当天

举行是一个 “明显的转折点” ，可

以证明马杜罗陷入困境。

据报道援引内部人士消息，特

朗普政府本周将考虑对委内瑞拉

实施石油制裁。 但媒体分析称，增

加经济制裁可能会加剧该国人道

主义危机的严重性，而军事干预可

能导致大规模破坏和平民伤亡，并

可能使美国陷入混乱。

本报综合消息

委内瑞拉宣布与美国断交

要求美使馆人员 72 小时内离境

各国如何表态？

瓜伊多是谁？

马杜罗为何失去民心？

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

据新华社电 法国总统府 24

日说，当天举行的法国内阁部长会

议通过了首个旨在应对英国“无协

议脱欧”的行政令。

法国总统府当天发布消息

说， 根据这一行政令， 如果英国

“无协议脱欧” ，法国将对出入境

的海关检查、 动植物检验检疫以

及边防警察部署有所调整。 法国

政府还要求一些边检基础设施的

管理商抓紧开展改建工程， 确保

相关基础设施从今年 3 月 30 日

起可以使用。

消息说，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提

高法国的边检能力，并有利于维护

欧洲统一市场以及商品和人员流

动。 法国政府已于去年 12 月 1 日

开设专门网站，以便法国公众了解

英国“脱欧” 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影

响以及应对办法。

据法国总统府介绍，法国政府

共准备了 5个应对英国“无协议脱

欧” 的行政令，其余 4 个行政令将

在 2 月 6 日前相继提交给内阁部

长会议进行审查。

根据英国与欧盟的协议，英国

将在今年 3 月 29 日正式退出欧

盟。 本月 15日，英国议会下院投票

否决了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这使得英国“脱欧” 的前

景极不明朗。 法国政府 17 日启动

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 计划。 根

据这一计划，法国议会两院将通过

立法，授权政府通过出台行政令的

方式建立一个应对英国“无协议脱

欧”的法令框架。

法国出台行政令 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

将对出入境的海关检查、动植物检验检疫、边防警察部署有所调整

委总统马杜罗（中）在参加群众集会时挥舞国旗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统治者会

议 24 日任命彭亨州苏丹阿卜杜拉·

苏丹艾哈迈德·沙阿为新任最高元

首，他将接替于本月 6日辞职的第 15

任最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

马来西亚掌玺大臣赛义德·达尼

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马来西亚统治

者会议当天召开特别会议，选举阿卜

杜拉为马来西亚第 16 任国家元首，

任期从 2019 年 1 月 31 日开始，为期

5年。 会议同时宣布霹雳州苏丹纳兹

林·沙阿为副最高元首， 任期与阿卜

杜拉同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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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联邦制。

最高元首为国家元首、伊斯兰教领袖

兼武装部队统帅，由统治者会议从马

来西亚 ９ 个州的世袭苏丹或州统治

者中选举产生，任期５年。

马来西亚任命

新任最高元首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防部 24日

在莫斯科附近库宾卡市的爱国者公园

向各国驻俄武官和媒体展示了

9M729型导弹，这种导弹是当前俄美

有关《中导条约》谈判中的一个关键。

据介绍，9M729型导弹基于“伊

斯坎德尔 -M”陆基战术导弹系统，后

者能搭载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多种

导弹。 俄罗斯陆军导弹和炮兵部队司

令马特维耶夫斯基当天在现场介绍，

该系统当前装备有射程为 50 公里到

490 公里的 9M728(又称 R-500)型导

弹，9M729型导弹是其改进型。

在目前俄美有关《中导条约》的

谈判中，9M729 型导弹是一个关键。

美国指责俄罗斯此型导弹违反了该

条约中所规定的射程，并表示如果俄

罗斯不销毁此型导弹，美将于 2 月 2

日开启退约进程。俄罗斯方面则多次

反驳称该型导弹并不违反条约。

俄罗斯展示

9M729型导弹

9M729型巡航导弹发射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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