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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
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后 14 日

“挂牌”。以色列外交部向86个
驻以外交使团发“请帖”，路透
社报道，确认出席开馆仪式的
只有33个。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迁馆决定，
认为这一举措不利于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的和平进程。美国方
面持相反观点，称迁馆后“更容
易”实现和平。

危地马拉、巴拉圭驻以外
交使团确认 14 日出席开馆仪
式。这两个国家先前决定本月
晚些时候效仿美国，把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欧洲联盟 28 个成员国中，
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和奥地
利4国派代表出席。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13日晚在耶路撒冷举行
招待会，欢迎出席开馆仪式的
美方代表团。内塔尼亚胡在这
一场合敦促他国“跟风”、将使
馆迁至耶路撒冷。

欧盟驻以使团11日借助社
交媒体宣布，这一地区组织将

“尊重国际社会对耶路撒冷的
共识……包括耶路撒冷地位问
题得以最终解决后，再考虑外
交使团选址问题”。

以色列1967年占领东耶路
撒冷，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撒
冷 为“ 永 久 、不 可 分 割 的 首
都”。巴方则要求建立一个以
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
国。耶路撒冷地位是阻碍巴以
和平进程的症结之一。

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

列对整个耶路撒冷拥有主权。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约翰·博尔顿 13日接受美国
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
说，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
冷将“有利于实现巴以和平”，
因为“承认现实”才能方便解决
问题。

博尔顿的说法与内塔尼亚
胡相似。这名以色列总理13日
在敦促其他国家迁移使馆时
说，那样做“有利于实现和平，
因为和平不能建筑在谎言之
上。任何和平协议中，耶路撒
冷都是以色列首都”。

美国驻以大使戴维·弗里
德曼寄希望于“时间”。

据新华社

美国迁使馆 捧场者不多

示威高潮
美联社报道，数以万计加

沙巴勒斯坦人14日可能出现在
巴以边界地带，抗议美国使馆
迁至耶路撒冷。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去年底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启动驻以使馆从
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
以来，巴以局势紧张不断升
级。今年 3 月 30 日，即巴勒斯
坦“土地日”，加沙巴勒斯坦人
沿着巴以边界开始“回归大游
行”，抗议以方拒绝让巴勒斯坦
难民回到以色列侵占的故土。

外界普遍预测，示威 14 日
达到高潮。

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
称，大批示威者将试图翻越边
界隔离墙，“行使夺回失地的权
利”。

严阵以待
美联社报道，大规模边境

示威可能促使以色列方面使用
致命武力。

自“回归大游行”启动以
来，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士兵
在边境冲突不断，致使 42名巴
勒斯坦人丧生，超过 1800 名巴
勒斯坦人受伤。以方无人伤
亡。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方面指
责以方对没有武器的巴勒斯坦
示威者使用武力。以方辩称那
是为了保障领土安全，指认哈
马斯利用示威者、伺机袭击以
军士兵。

以色列军方宣布，已经针
对加沙示威加强边境管控，增
派作战部队、特种部队和情报
人员。以色列军机在加沙地带
撒传单，劝诫巴勒斯坦居民不
要靠近隔离墙或参加哈马斯动
员的“回归大游行”。

恐袭威胁
受美国使馆迁址影响，以

色列安保压力陡增。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

瓦希里 13日罕见发声，称美国
迁馆一事说明和平谈判和所谓

“绥靖政策”失败，鼓动支持者
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恐怖袭
击。

德国外交部 11 日提醒，美
国新使馆周围预计将出现示威
者，提醒游客至少 15日以前不
要前往耶路撒冷老城。

加沙示威者11日闯入加沙
地带东南角的凯雷姆沙洛姆货
运关卡，毁坏那里的油气站。
以色列唯一允许物资进出加沙
的这座口岸一周内第二次遭
袭。以色列方面关闭关卡，认
定哈马斯应为这次袭击承担责
任。

据新华社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首府
泗水市 13日发生 3起教堂袭击，
致死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 13
人，另有 40 人受伤。印尼警方
说，参与袭击的人员为一个家庭
的 6 名成员，分别是父母与四个
孩子，包括未成年女童。

东爪哇省警方发言人弗兰
斯·巴隆·曼格拉在泗水的警察
局总部告诉媒体记者，袭击致死
人数升至至少13人，制造袭击人
员为从叙利亚返境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同情者。
按他说法，丈夫开着装载炸

药的丰田Avanza汽车，冲向一处
教堂大门；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在
第二处教堂制造袭击；两个年龄
分别为 18岁和 16岁的少年同乘
一辆摩托车，携带炸弹，制造了
第三处教堂袭击，他们据信为夫
妻俩的儿子。其中，两个女儿只
有12岁和9岁。

印尼方面怀疑，袭击可能为
印尼极端组织“唯一真主游击
队”所为。这一组织关联“伊斯

兰国”，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在
印尼吸引了数以百计“伊斯兰
国”同情者。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谴责
袭击：“这一野蛮行径泯灭人性，
伤害了民众、警察甚至儿童。”

警方封锁了遇袭教堂周边
街道，加强戒备。防暴警察进入
现场排查安全隐患，调查人员着
手取证。电视画面显示，一处教
堂前院燃起大火，黑烟升起。

当天晚些时候，“伊斯兰国”
通过传声筒阿马克通讯社宣称
对袭击负责。

印尼国家情报局通信和信
息部门主任瓦万·普尔万托认
为，袭击可能与几天前一起监狱
暴动有关联。本月 8 日，印尼首
都雅加达郊区一座安保森严的
监狱内，全部 155 名在押极端分
子暴动，夺得枪支、劫持多名警
察，与警方对峙 36 小时，杀死 5
名反恐警察，最终投降。“伊斯兰
国”声称暴乱者是它的成员。

据新华社

一家六口制造印尼三起教堂袭击

韩国业内消息人士 13日说，
韩国总统文在寅上月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后，多家韩国
企业询问进驻朝鲜开城工业园区
的可能性。

打听如何进驻

代表开城韩企的一个工作组
消息人士 13日说，韩国多家企业
近来询问开城工业园区进驻事
宜，包括开设新厂和租用场地的
可能性。另外，工作组接到来自
多家外国企业的询问。

工作组一名官员说：“随着韩
朝关系出现缓和迹象，许多企业
向我们咨询如何进驻开城工业园
区新设工厂。”

开城工业园区位于韩国首尔
西北方向约 50 公里处的朝鲜开
城，靠近朝鲜半岛南北军事分界
线。这一园区 2004年开园，2005
年投入运营，是韩朝经济合作的
最主要成果，同时被视作两国关
系晴雨表，备受政治局势影响。

2016 年 2 月 10 日，韩国政府
突然宣布，全面中断开城工业园
运营，撤离韩方企业人员，以回应
朝鲜连续核试验和发射远程火
箭。朝鲜次日宣布关闭园区，冻
结韩方所有资产，撤出园区内的
朝鲜工人。

期待下月重返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现代集
团近期接到有关开城工业园区的
类似问询。本月早些时候，现代
集团组建一个特别工作组，筹备

可能与朝鲜重启合作的经济项
目。

这一工作组由现代集团会长
玄贞恩牵头，负责起草与朝鲜经
济合作战略路线图。现代集团曾
在朝鲜运营多个商业项目，包括
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项
目。金刚山旅游项目 1998 年 11
月启动。2008 年 7 月，一名韩国
女子在金刚山旅游区附近的军事
禁区被朝鲜士兵开枪打死，韩方
随后中断这一项目。

现代集团一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官员说，现阶段“一切未定”，不
清楚韩企或外企能否进驻开城工
业园区。按这名官员的说法，美
国和朝鲜领导人会晤后，相关问
题可见分晓。

曾入驻开城工业园区的一些
韩企说，希望最早能在下月前往
开城，以减少重新进驻的准备时
间。

一家韩企官员说：“能否重启
（开城）工业园区要看朝美首脑会
晤结果，但我们希望重启工作能
在今年底前启动。”

开城工业园区关闭前，共有
大约 5.4 万名朝鲜工人受雇于
120 多家韩国企业，其中多为中
小企业，主要生产服装、鞋类、化
妆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园区关闭后，这些企业称损
失总额达 1.5 万亿韩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不过，韩国政府认
为这一数据不客观，估算损失总
额为 7860 亿韩元（47 亿元人民
币）。 据新华社

多家韩企欲进驻
朝鲜开城工业园区

美国迁使馆 以色列安保如临大敌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迁至耶路撒冷，当天是以色列“建国日”，次日是巴勒斯坦“灾
难日”。加沙地带数以万计巴勒斯坦人预计14日在巴以边境示威，把持续数周的“回归大游
行”推向高潮。

以色列加强与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接壤一侧的边界管控，增派作战部队，包括狙击手。

5月14日，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抗议者与以色列士兵冲突时躲避催泪瓦斯。
新华社发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