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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军事委员会宣布解除全国宵禁

苏丹将组建过渡文职政府

马杜罗下令民兵扩员百万 鼓励其投身农业生产协助应对食品短缺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
斯·马杜罗 13 日下令，民兵
扩员近百万人，截至 2019 年
底增至 300 万人。
另外，马杜罗说，他将推
动立法，让民兵成为委内瑞
拉武装部队正式成员。

国防生产兼顾
委内瑞拉民兵由已故前任总

统乌戈·查韦斯 2008 年创建，直
接 听 命 于 总 统 ，现 有 人 员 大 约
200 万。
马杜罗 13 日在首都加拉加
斯向数以千计民兵发表讲话，说
他准备 2019 年年底以前把这支
队伍扩员至 300 万人。
马杜罗鼓励民兵肩负武装使
命的同时投身农业生产，
协助应对
食品短缺状况。
“大家肩上扛枪，
做
好捍卫祖国的准备，还要犁地播
种，
为社区和民众生产粮食。
”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马
杜罗同时承诺推动立法，让民兵
成为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成员，

“（前总统）查韦斯一直梦想建
设一支强有力的伟大民兵”
。
路透社报道，虽然反对派
领导人胡安·瓜伊多宣称将予
以投靠他的军方成员“特赦”，
军方高层依然效忠马杜罗。
马杜罗去年 5 月赢得连
任 ，今 年 1 月 开 始 第 二 届 任
期。瓜伊多不予承认，1 月 23
日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得到美国、欧洲和一些拉美国
家承认。

首都供电修复
截至 13 日，加拉加斯大部

分地区恢复供电，政府在首都
以外地区采取限电措施。
3 月底，包括加拉加斯在
内，
委内瑞拉多次发生大范围停
电。政府认定，
停电原因是古里
水电站遭反对派蓄意破坏。
瓜伊多 13 日现身第二大
城市马拉开波所属的苏利亚
州，争取民众支持。美国财政
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当天说，
多
个西方国家的财政部长几天前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磋商
予以瓜伊多阵营大约 100 亿美
元
“贸易融资”
。
（新华社专特稿）

相关报道

把为委内瑞拉运输原油的4家外国航运企业及其旗下9艘油轮列入黑名单

美国欲对马杜罗政权釜底抽薪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美
国财政部 12 日对委内瑞拉追加
新一轮制裁，把为委内瑞拉运输
原油的 4 家外国航运企业及其旗
下 9 艘油轮列入黑名单，进一步
向委内瑞拉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
钦 12 日宣布制裁 3 家利比里亚航
运企业、1 家意大利企业以及这些
企业旗下的 9 艘油轮，
指认它们把
委内瑞拉原油出口到古巴。

美方将冻结这 4 家企业在美
国的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它们
做生意。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
说，
原油出口收入依然是
“尼古拉
斯·马杜罗政权的生命线”，美方
将继续制裁帮助委内瑞拉政府出
口原油的企业。
美方上一轮制裁主要针对委
内瑞拉石油公司以及这家国有企
业旗下 34 艘油轮和两家把委内

瑞拉原油运往古巴的外国企
业。美方 1 月底宣布对委内瑞
拉石油公司施行制裁，冻结它
在美国的资产并截留它向美国
出口原油的收益。
按照美方的说法，
古巴是委
内瑞拉原油的主要进口国；
作为
交换，
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政治
顾问、
情报人员、
军官和医疗专家。
古巴方面先前声明，无论
美方如何制裁委内瑞拉，古巴

不会抛弃盟友。
美联社报道，美国近来对
委内瑞拉石油和金融领域施行
多轮制裁，
涉及150多个人和实
体，
同时吊销718名委内瑞拉政
府领导人
“亲信”
的赴美签证。
正在拉丁美洲四国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2 日
说，
美方将继续以制裁和外交手
段施压马杜罗政府，
“不会退出
这场战斗”
。

波黑批发市场大火

世界最大飞机
“斯特拉托”
顺利首飞

部分中国商户
损失惨重

大块头将成为火箭空中发射平台

新华社萨拉热窝 4 月 14 日
电 波黑格拉达查茨市亚利桑那
商贸批发市场 14 日凌晨发生大
火，市场内有些中国商户损失严
重，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消息。
格拉达查茨市隶属图兹拉
州，距离波黑首都萨拉热窝 170
公里。图兹拉州内务部向当地媒
体证实，火灾发生于凌晨，
截至记
者发稿时，大火已基本被扑灭。
火灾原因还在调查中。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领事官员
张存良告诉记者，使馆在接到火
灾消息后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
议，并已派员赶往格拉达查茨市
了解情况。
在现场的波黑中国商会会长
刘合龙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
时说，
市场中服装区及鞋区共五家
中国商户店铺全部被烧毁，
每家店
损失初步估计约上百万人民币。
他已接到中国使馆领事处的电话
慰问并已转达给受灾中国商户。
在亚利桑那市场拥有两家店
面的一张姓店主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说，她的店铺虽未被烧到，但
因为火已烧到相近的一家店，为
阻断火势，她的一个店面已被推
倒。据她所知，一些中国商户并
未投保意外险。

利比亚东部武装
陈兵东部油港
利比亚东部武装
“国民军”
13
日说，将继续推进针对首都的黎
波里的战事，同时准备增兵东部
石油港口锡代尔和拉斯拉努夫。
就国际社会发出的停火呼
吁，据守这一非洲北部国家首都
的民族团结政府方面回应说，停
火唯一前提是
“国民军”
撤回东部
大本营。
作为利比亚东部军事领导人
哈利法·哈夫塔尔的盟友，
利比亚
国民代表大会主席阿吉拉·萨利
赫·伊萨 13 日在东部城市班加西
一场会议上告诉议员，
“ 国民军”
将推进针对的黎波里的战事。
“国民军”
今年年初从东部大
本营出发，争夺人口稀少但石油
丰富的南部，本月 4 日开始发起
西进攻击，旨在夺取首都控制权，
截至 13 日继续与支持民族团结
政府的武装力量激战。
多名
“国民军”
官员披露，
“国
民军”将增加在锡代尔和拉斯拉
努夫的军事部署，可能在东部与
民族团结政府武装力量开始新一
轮对峙。
“ 国民军”去年从其他武
装手中夺回这两座油港，后交给
国家石油公司管理。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喀土穆 4 月 13 日电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卜杜
勒·法塔赫·布尔汉 13 日宣布，解
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宵禁。
布尔汉在苏丹官方电视台直
播节目中发表声明，宣布解除宵
禁，释放所有根据前巴希尔政权
紧急状态法所审判和关押的人。
他同时宣布解除苏丹所有州的军
政府州长的职务，由各军区指挥
官代替主持工作。
布尔汉表示，他将在与苏丹

各政党协商后组建过渡文职政
府，在两年过渡期内管理国家事
务。此外，过渡军事委员会人员
组成将于不久后宣布。布尔汉还
表示将重组苏丹政府机构，消除
过去党派配额的影响。
布尔汉强调，
他将努力维护国
家安全，
任何卷入流血事件的人都
将被追究责任。他呼吁苏丹民众
共同努力，
使社会生活回归正常。
上图：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宣
布解除全国宵禁。 新华社/法新

古巴领导人说：

古巴与美国关系降至
“最坏程度”
新华社哈瓦那 4 月 14 日电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
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13 日说，美
国对古巴采取的种种行为，使本
不牢固的古美关系倒退至“最坏
程度”
。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古巴
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第
三次特别会议上发表闭幕讲话时
说，美国采取捏造所谓“声波攻
击”
事件、搜罗资金支持反古巴革

命和威胁完全激活“赫尔姆斯伯顿法”
等做法，
企图进一步加强
对古封锁。
迪亚斯-卡内尔说，受美国
施压因素影响，古巴接受第三国
贷款和融资时也受到阻碍。同
时，
也要看到，古巴国内存在行政
效率低下、依赖进口等问题。面
对当前复杂形势，加强防御以及
为经济斗争做准备是古巴刻不容
缓的两大任务。

特朗普称：

他与金正恩的关系
“非常好”

新华社洛杉矶 4 月 13 日
电 美国航天企业斯特拉托发
射系统公司 13 日发布公报说，
由该公司开发的世界最大飞机
当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顺利
完成了首次试飞。
据介绍，这架名为
“斯特拉
托”的双体飞机采用双机身设
计 ，拥 有 6 台 发 动 机 ，总 重 近
230 吨，翼展约 117 米。
美国西部时间 13 日 6 时
58 分，飞机从加州莫哈韦航空
航天港起飞，在莫哈韦沙漠上
空飞行了两个半小时，最高时
速达到每小时约 304 公里，最
高飞行海拔高度近 5200 米，随
后返回莫哈韦航空航天港,安
全着陆。
公报说，任务团队进行了
标准的飞行测试演练，执行了

各种飞行控制操作以校准速
度，并测试飞行控制系统，包括
偏航机动飞行，俯冲、拉升以及
稳定航向侧滑等。飞机在最高
超过 4500 米的海拔高度进行
了模拟着陆演练。飞行员在成
功返回莫哈韦航空航天港之前
评估了飞机性能和操控品质。
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首
席执行官让·弗洛伊德表示，
这
是一次美妙的首飞。这次飞行
将公司的使命向前推进了一
步，未来将为火箭地面发射系
统提供灵活的替代方案。
为争夺商业卫星发射市
场，已故美国微软公司联合创
始人保罗·艾伦于 2011 年创立
了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旨
在将飞机打造为火箭的空中发
射平台。据介绍，
“ 斯特拉托”

将来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火箭
从地面升空，作为一个移动发
射平台，
让火箭在高空点火、发
射、脱离大气层，
并将卫星送入
轨道。飞机的加强型中心机翼
可以支撑多枚运载火箭。这种
做法较传统地面发射方式更准
确、快速，成本也更低。
美国航天局科学任务理事
会副主任托马斯·楚比兴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表示，这架飞机
创立了新纪录，此次首飞是斯
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任务团队
开创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未
来将前往太空边缘以及更远的
地方。
上图：4 月 13 日，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双体飞
机“斯特拉托”
起飞。
新华社/路透

“创世纪”
号前仆“创世纪”
2 号后继

以色列宣布第二次登月计划
以色列首个月球探测器
“创世纪”号项目发起方、非营
利机构太空登陆组织 13 日宣
布第二次登月计划。
“创世纪”
号登月任务主要
赞助人、太空登陆组织董事长
莫里斯·卡恩告诉以色列第十
二电视频道：
“ 这周末，我有时
间思考所发生的事情。依据我
所得到的所有鼓励和支持，我
今晚宣布一项新计划：
‘创世纪
2’
号。”
所谓“事情”，指“创世纪”
号 11 日出现技术故障，没有按
计划登月。
“ 创世纪”号登月项
目由太空登陆组织发起，耗资
大约 1 亿美元，主要来自私人

资金。探测器由太空登陆组织 月 21 日在美国东南部佛罗里
设计，在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 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用“猎鹰 9”
公司、以色列科技部等机构支 号运载火箭把
“创世纪”
号送入
持下建成。
轨道。
按照卡恩的说法，以色列
迄今，
只有苏联、美国和中
政府对
“创世纪”
号投入资金大 国 三 个 国 家 成 功 登 陆 月 球 。
约 300 万美元。多名私人投资 1959 年，苏联向月球发射“月
者已经表明为“创世纪 2”号提 球 2”号探测器；1962 年，美国
供资金的意向；这项计划不会 “徘徊者 4”号探测器登月。只
依赖政府支持。
是，这两台探测器是
“硬着陆”
、
卡恩说，
“ 创世纪 2”号工 即撞击月球。
作组定于 14 日召开会议。
苏联和美国 1966 年相继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成功发射软着陆月球探测器。
在一份声明中说，十分高兴能 2013 年 ，嫦 娥 三 号 探 测 器 登
继续与太空登陆组织合作，参 月，中国成为第三个实现月面
与后续太空项目。
软着陆的国家。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2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3 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3 日在其社交
媒体上表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的个人关系“非常好”，
并表示美朝了解彼此立场对举行
第三次领导人会晤有益。
特朗普说，他同意金正恩关
于他们之间仍保持良好个人关系
的表述，并称用“非常好”来描述
他们的个人关系或许更为准确。
特朗普还表示，朝鲜在金正
恩的领导下具备实现经济增长和
国家富裕的巨大潜力，
“期待在不
远的将来，实现无核化并且被解
除制裁的朝鲜将成为世界上最成

功的国家之一”
。
金正恩 12 日在朝鲜第 14 届
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
施政演说时表示，他和特朗普的
个人关系不像两国关系那样是敌
对关系。金正恩还表示，尽管朝
鲜重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但对美国执着于己方条件、只想
单方面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他人
的美式对话方法不感兴趣。
特朗普11日在白宫会见韩国
总统文在寅时表示，
可以考虑第三
次美朝领导人会晤。他同时强调，
尽管美国当下不会考虑继续追加
制裁，
但也不考虑放松对朝制裁。

超 70 名英国议员向内政大臣发出公开信

要求将阿桑奇引渡至瑞典而非美国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超
过 70 名英国议员 12 日深夜向内
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发出公开
信，呼吁他优先考虑将“维基揭
秘”
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引渡至
瑞典，
而非美国。
截至 13 日，瑞典方面没有向
英方提出引渡阿桑奇的请求。阿
桑奇 11 日遭英国警方逮捕，美方
提前向英方提出引渡请求。

2012 年裁定，可以引渡阿桑奇至
瑞典。阿桑奇同年 6 月在保释期
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
护，
2017年获得厄瓜多尔国籍。
厄瓜多尔政府 11 日撤销对
阿桑奇的庇护，英国警方当天以
阿桑奇违反保释规定为由，对他
予以逮捕。只是，英国警方同时
证实，逮捕阿桑奇的缘由包括美
方发出引渡请求。

该选哪国？

该定何罪？

在公开信中签名的议员大多
数是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籍议
员，另外有数名执政党保守党籍
议员。
他们在公开信中呼吁，如果
瑞典方面重新启动对阿桑奇的调
查，
贾维德应向瑞典方面
“给予一
切帮助”；英方应该“发出强烈信
号”
，
即打击性犯罪是英国政府的
首要目标。
根据英国法律，如果两个国
家同时向英方申请引渡同一人，
将由内政大臣作出最终决定。
阿桑奇现年 47 岁，是澳大利
亚人，2006 年创建“维基揭秘”网
站。这家网站 2010 年曝光大量
关联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
美国政府秘密文件。同一年，阿
桑奇因涉嫌强奸和性侵犯两名女
子，
受到瑞典检察机构调查。
阿桑奇当时身处英国，
遭英国
警方逮捕后否认所有罪名，
认定对
他的指认包含
“政治动机”
。他拒
绝前往瑞典接受调查，
理由是可能
遭引渡至美国。英国最高法院

工党内政事务发言人戴安
娜·阿博特 13 日告诉媒体记者，
阿桑奇违反保释规定以及瑞典检
方可能重新对他发起调查，这两
件事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但是，美国提出引渡请求，
缘由是与他泄露美国军方行动相
关的罪行，”
阿博特说，
“这种引渡
不正确，
所以我们反对。”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检
察官办公室11 日晚些时候发布声
明，
指认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
政府涉密电脑的密码，
如果定罪将
面临最重5年监禁刑事处罚。
阿桑奇避难期间，
瑞典检方先
后撤销对他涉嫌性侵和强奸的调
查，
缘由是超过法律时效和他难以
归案。先前指认阿桑奇强奸的两
名女子之一经由律师伊丽莎白·梅
茜·弗里茨说，她已经向瑞典检方
申请重新启动对阿桑奇的调查。
这一申请的时限为 2020 年
8 月底。依据瑞典法律，如果阿
桑奇在这一日期以前归案，调查
可以重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