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丹军方扣押过渡政府总理
军方领导人宣布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另成立政府

东京和大阪等地取消餐馆防疫限制

责任编辑：李有财 美编：赵耀中 校对：董敏 组版：邓扬海

2021年10月26日 星期二08 国际

环球热点热点
苏丹过渡政府新闻部25日说，

军人扣押了过渡政府总理阿卜杜
拉·哈姆杜克及数名部长和苏丹主
权委员会数名非军方成员。

苏丹军方领导人阿卜杜勒·法
塔赫·布尔汉随后宣布，解散主权
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将另成立政
府。

主权委员会是苏丹过渡时期国
家权力机构，由军方和非军方成员

共11人组成，布尔汉任主席。主权委
员会原定下月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届时
成立的非军人政府。

苏丹新闻部25日在社交媒体脸
书发文说，哈姆杜克“拒绝支持政
变”，他和数名主权委员会非军方成
员、过渡政府部长遭军人扣押并带去
未知地点。

苏丹新闻部说：“我们大声疾呼，
反对这一政变企图。”

布尔汉随后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
话,宣布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解散“主
权委员会和内阁”，并将另外成立政

府。他说，新成立的政府将领导国
家，直至2023年7月举行选举。

布尔汉说，过渡阶段党派纷争
“威胁苏丹安全”，迫使军方采取行
动；军方仍会推进过渡进程，直至将
国家权力移交给非军人政府。

苏丹过渡总理办公室当天说，
军方扣押了哈姆杜克夫妇和数名政
府部长、主权委员会成员，军方对总
理夫妇生命安全和这起“政变”负全
责，“我们呼吁苏丹人以一切可行的
和平方式抗议”。

据喀土穆居民说，军人封锁了

喀土穆通往周边地区的主要道路和
桥梁，街头出现抗议兵变的示威
者。一名示威者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他们要求“非军方政府回归，过
渡进程回归”。

2019年4月，苏丹军方推翻时
任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成立过渡军
事委员会。同年8月，过渡军事委
员会与非军方政治力量“自由与变
革联盟”达成协议，解散过渡军事委
员会，双方成立苏丹主权委员会。
9月，苏丹过渡政府成立，哈姆杜克
出任总理。

分析人士说，哈姆杜克在非军
界颇受欢迎，就职以来一直在军方
与非军方势力的分歧中艰难推进过
渡进程。

近期苏丹政局紧张，军方要求
改组过渡政府，非军方官员则指责
军方意欲夺权。

布尔汉9月28日在喀土穆会
晤联合国秘书长苏丹问题特别代表
弗尔克尔·佩尔特斯。佩尔特斯说，
苏丹过去两年在过渡进程中取得进
展，苏丹各方应继续合作和对话，以
顺利完成过渡时期各项任务。

佩尔特斯25日在社交媒体上
写道，他对有关苏丹“正在发生政
变”的报道深为担忧，报道中所说的
总理、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遭扣押

“不可接受”。他敦促军方“立即释
放遭非法扣押或软禁的人”。

（新华社专特稿）
题图：这张10月25日的视频截

图显示，人们聚集在苏丹首都喀土
穆街头。 新华社/路透

哥伦比亚政府23日宣布，其头
号通缉毒枭代罗·安东尼奥·乌苏加
落网。

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在当
天宣布这一消息时说，这是本世纪
对哥伦比亚贩毒势力的最大打击。

“冥王行动”

乌苏加现年50岁，别名“奥托
涅尔”，是哥伦比亚最大贩毒组织

“海湾家族”首领。据路透社报道，
收到美国和英国提供的情报后，哥
伦比亚发起“冥王行动”，出动特种
部队成员在内的500多名士兵、22
架直升机，在西北部安蒂奥基亚省
丛林中抓获奥托涅尔。他的藏身之
处据说有8层“警戒保护”。

哥伦比亚警方说，由于不少手
下已经被捕，奥托涅尔不得不藏身
丛林中，而且没法用电话。

奥托涅尔常年名列哥伦比亚政
府和美国政府头号通缉犯名单。哥
伦比亚政府悬赏30亿比索（约合
500 万元人民币）奖金捉拿奥托涅
尔。美国政府2009年悬赏500万
美元抓他。

或将引渡

杜克在23日播出的视频讲话
中说，奥托涅尔面临向美国贩毒、谋
杀警官、征召未成年人从事非法活
动、性侵未成年人等多项罪名指
控。据法新社报道，向美国引渡奥
托涅尔的程序已启动。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家联邦法庭
2009年指控奥托涅尔贩毒和支持
一个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右翼准
军事组织。

此后，又有两家美国法庭指控
奥托涅尔贩毒，称他指挥贩毒组织
在2003年至2014年经委内瑞拉、
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拿马和洪都拉
斯向美国走私可卡因73吨。

“海湾家族”

奥托涅尔早年投身右翼准军事
组织，该组织2006年与政府达成协
议解散后，他拒绝放下武器，率残余

势力从事贩毒等犯罪活动，其势力
发展成“海湾家族”贩毒组织。

据路透社报道，这个贩毒组织
目前有1200多名成员，在哥伦比亚
近三分之一省份活动。“海湾家族”
最猖獗时据称有3000多名成员，还
涉嫌勒索、非法采矿和谋杀等罪行。

哥伦比亚政府2016年起展开
“阿伽门农行动”，剿灭和逮捕奥托
涅尔的多名手下，追查他的资金往
来。奥托涅尔频繁变换藏身之处逃
脱追捕。他2017年发布视频称会

自首，但并未那么做。
今年3月，哥伦比亚警方与美

国毒品管制局联合行动，以涉嫌贩
毒和洗钱逮捕了奥托涅尔的妹妹尼
尼·约翰娜·乌苏加，并将她引渡至
美国。

（新华社专特稿）
上图：10 月 23 日，哥伦比亚头

号通缉毒枭代罗·安东尼奥·乌苏加
（右）在安蒂奥基亚省图尔沃市被押
送上直升机。

新华社/路透

500多名士兵22架直升机突破8层警戒保护

哥伦比亚头号毒枭落网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3日说，
他已指示外交部长宣布10国驻土
耳其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

土耳其外交部尚未宣布这10
个西方国家大使“不受欢迎”。媒体
评述，一旦驱逐大使，土耳其与西方
的关系将严重恶化。也有外交人士
认为，眼下紧张局势有可能缓解。

这10个国家是美国、法国、德
国、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荷兰、
芬兰和新西兰。10国大使18日发
表联合声明，呼吁土耳其立即释放
被土方指控参与2016年未遂政变
的奥斯曼·卡瓦拉。

德国25日就埃尔多安上述决

定表达关切，认为土方驱逐德国大使
将影响两国双边关系。法新社报道，
如果土方正式下“逐客令”，将使土耳
其与西方关系陷入近20年来最严重
危机。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
25日告诉媒体记者：“我们对土耳其
总统的发言感到关切和困惑。”他说，
德方暂时没有收到土方任何正式通
知，正与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保持密
切磋商。

赛贝特说，如果土方驱逐德国驻土
耳其使节，将不符合两国“密切的双边
关系”和两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
作。德国与土耳其同为北约成员国。

德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挪
威、瑞典、丹麦、荷兰、芬兰和新西兰
10国驻土耳其大使馆18日联合发
表声明，敦促土方立即释放土耳其
商人奥斯曼·卡瓦拉。卡瓦拉被指
参与反政府示威和2016年未遂政
变，2017年起被羁押至今。

埃尔多安23日批评这10国大
使发表无礼声明，说已向外交部下
令，宣布这10国大使为“不受欢迎
的人”。

法新社报道，驱逐令应由外交
部长正式发布。这家媒体以分析
人士为来源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
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和其他几名

内阁官员仍在试图劝说埃尔多安
改主意，不要“动真格”驱逐10国
大使。

法新社报道，埃尔多安任总理、
总统的19年里，土耳其与西方国家
关系经历过几次危机，不过这次可能
的驱逐行动或许会成为土耳其与西
方之间最严重、最持久的一次危机。

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25日跌
至历史新低，1美元兑换9.8里拉，
单日跌幅超过1%。近年来，里拉
对美元大幅贬值，今年年初，1美元
兑换7.4里拉，而在2017年，1美元
兑换3.5里拉。土耳其通货膨胀率
同样居高不下。 （新华社专特稿）

埃尔多安下令宣布西方10国大使“不受欢迎”
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25日跌至历史新低

澳大利亚官员25日说，为防止
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城市逐步“解封”
后新冠疫情反弹，澳政府计划尽快
推出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
利亚州人口多、疫情重，新冠疫苗接
种率即将达到各自州政府设定的阶
段性目标，因此计划进一步放宽防
疫措施。

澳政府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组负
责人约翰·弗雷温25日告诉澳大利
亚广播公司，国家免疫咨询小组关
于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的建议“即
将出台”，最初阶段将为卫生工作人
员、老年人护理和残疾人中心的工
作人员和居住人员接种。接种加强
针的条件是完成疫苗全程接种至少
6个月。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澳大利亚
采取严格封控措施，疫情一度控制
得较好。然而，由于变异新冠病毒
德尔塔毒株蔓延，澳大利亚6月暴
发第三波疫情，多个州和城市被迫
采取“封锁”措施。

澳大利亚大约2500万人口中，
迄今累计确诊新冠病例逾15.8万
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600例。据
路透社报道，自今年2月下旬启动
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以来，澳大利
亚16岁以上人群中近75%完成疫
苗全程接种，约87%接种了至少一
剂疫苗。

澳大利亚政府7月底发布阶段
性放松防控措施计划，将防控程度
与疫苗接种率挂钩。

本月早些时候，新南威尔士州
16岁以上人群疫苗全程接种率超
过 70%，达到放宽防疫限制的门
槛，澳最大城市、新州首府悉尼经历
近4个月“封城”后于11日开始“解
封”。本月中旬，新南威尔士州目标
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80%的
阶段性目标，悉尼18日解除更多防
疫限制性措施，数以千计儿童当天
重返校园。截至25日，新南威尔士
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四天下
降，当日报告新增病例294例。

（新华社专特稿）

防“解封”后疫情反弹

澳大利亚准备
推种疫苗加强针

日本24日举行两场国会参议
员补选投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一
胜一负。

这次补选被舆论视为7天后众
议院选举的前哨战，新任首相岸田
文雄原本希望连下两城，展现驾驭
自民党这艘大船的能力和人气，结
果却遭遇“红灯警报”。

一胜一负

补选分别在山口县和静冈县举
行，是岸田本月4日上任以来首次

“国家级”选举。在保守派重镇山口
县，执政盟友公明党推举的前自民
党副干事长北村经夫以较大优势击
败两名在野党对手，第三度当选国
会参议员。

静冈县的竞争十分激烈。执政
联盟支持的自民党人若林洋平与无
党派新人山崎真之辅得票数接近。
结果直到 24日晚 11时左右才揭
晓，现年40岁的山崎当选。“这是能
够想象的最好结果，”山崎与支持者
一同庆祝时说，“呼吁改变政治现状
的民众比我预想的还要多。”

如何评价日本政府的防疫对策
和经济刺激政策成为补选焦点。

选战期间，山崎批评说，前首相
安倍晋三、菅义伟一路沿袭“安倍经

济学”所产生的成果其实是假象，而
岸田内阁没有反省安倍和菅义伟内
阁的政策。

“形势紧迫”

岸田25日在首都东京告诉媒
体记者，执政联盟在山口县收获信
任，但在静冈县获得“遗憾的结果”，
他将“严肃接受”当地选民的判断。

按照共同社等日本媒体的说
法，静冈县的失利对岸田造成打击，
势必对定于31日投票的众议院选
举产生影响。

过去两周，岸田两次到静冈县
选区为若林助选。然而，第一场助
选演讲只吸引了大约200名选民，让
自民党静冈县支部感到危机重重。

静 冈 县 补 选 投 票 率 只 有
45.57%，比2019年参院选举时低了
将近5个百分点。静冈县一名自民
党干部认为，如果众议院选举也是这
种低投票率，中间选民的选票会很关
键。日本媒体估计，尚未决定投票意
向的中间选民占比大约30%。

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远藤利
明24日晚呼吁众议员候选人“以岸
田总裁为中心团结一致”。私底下，
自民党内部告诫候选人“形势紧
迫”、抓紧拉票。 （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大选前哨战 岸田出师不利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身
为太阳系最大行星是一份苦差。这
个秋天，木星被打了。

15日，日本的天象观测人士看
到木星北半球大气层有一道闪光，
很可能是小行星撞击木星而发出
的。在一个月前，巴西的一名观测
人士也看到了类似现象。

一名用星特朗C6望远镜拍摄
到这道闪光的推特用户对美国太空
新闻网说：“我感觉这道闪光好像亮
了很久。”

日本京都大学天文学家有松亘
领导的一个团队确认了这一观测结
果。有松亘参与了名为“意外事件
调查自动测距仪组织”的项目。根
据该项目发布的一条推特，此次观
测到的现象包含两种不同的光，即
可见光和红外光，它们使木星发出
诡异的粉光。

由于自身质量大而产生强大的
引力，木星经常遭遇这类撞击。较
小的物体，如散落在太阳系中的小
行星，很容易被吸入木星厚厚的、极
不稳定的大气层中。

一些研究表明，平均每过数月
就会有直径45米以上的物体撞击
木星一次。不过，人类观测能力上
的限制意味着，即使最完备的观测
项目每年或许也只能观测到一次撞
击。

美国《天空与望远镜》月刊称，
10月15日的这道闪光出现于木星
的北热带区，靠近北温带南部边缘。

观测人士尚不确定这次撞击是
否会留下一个能够被科学家观测到
的碎片分布区域，9月的那次闪光
就未能留下。包括撞击物大小和撞
击地点在内的若干因素会影响撞击
事件的可观测性。

木星在两个月内连遭撞击

考古人员24日宣布，在伊拉克
发现约2700年前的酿酒厂遗址，以
及同期的灌溉渠装饰用石制浮雕。

据法新社报道，伊拉克和意大
利的考古人员在伊北部杜胡克附近
挖掘出土了14件巨大石盆，石盆由
白色岩石制成，其制造年份应该介
于公元前8世纪晚期至公元前7世
纪早期。

研究人员推测，石盆应该是商
业酿酒厂所用到的某种工具。意大

利考古工作者莫兰迪·博纳科西说，
石盆应该是用于压榨并提取葡萄汁
的工具。他说，这是伊拉克首次出
土这类文物。

同一批考古人员还在杜胡克北
部地区出土了12件石板浮雕，分别
宽5米、高2米，上面雕刻有神祇、
国王和动物等图案。研究人员说，
这些浮雕刻于当地一条近9千米长
灌溉渠的壁上，年份可追溯至公元
前8世纪。 （新华社微特稿)

伊拉克发现2700年前酿酒厂

英国首都伦敦自25日起扩大
所谓“超低排放区”范围，以进一步
改善空气质量。依照新规，凡是尾
气不达标的老旧机动车在相关区域
内行驶，每车每天将缴纳12.5英镑。

伦敦自2019年 4月 8日起将
市中心划为“超低排放区”。规定时
间内在此区域内行驶的尾气排放超
标车辆，不仅需缴纳拥堵费，还需支
付“超低排放区”费用。

据路透社25日报道，“超低排
放区”范围自当天起扩大至南环路
和北环路以内区域。据伦敦交通局
网站消息，“超低排放区”除圣诞节
外全天候收费。

报道说，未达到欧洲联盟“欧

6”排放标准的柴油车以及未达到
“欧4”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将受上述
规定影响。按伦敦市政府的要求，
只有“最洁净”的轿车和厢式货车才
能免“超低排放区”费。市政府将依
据车辆牌照识别系统、英国驾驶员
和车辆牌照局等数据库信息辨别需
支付此费用的车辆。如果没有按时
缴费，驾车人将面临罚款。

伦敦市政府2003年开始向所
有在市中心行驶的车辆征收拥堵
费，2017年10月开始向尾气排放
不达标的老旧机动车额外收费。伦
敦市政府认为，征收“超低排放区”
费可以限制污染车辆出行。

（新华社微特稿)

不达标就多缴费

伦敦扩大“超低排放区”

东京都和周边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以及位于西部的大阪府10月
25日起取消餐馆营业时间限制和酒水供应限制。东京大约10.2万家餐馆
持防疫措施合格证明，如今可以在晚间8时以后继续供应酒水。

上图：10月25日，人们在日本东京涩谷区的餐馆就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