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杭州湾跨海大
桥杭甬高速连接线公路工程（余夫公路至小曹娥互通段）施工第
1标段已于 2017年 1月 24日完工，工程款项已按合同约定拨付
到位，民工工资发放并结算完毕，现该工程施工单位拟申请退还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特此公示！对以上表述有异议的，请在本公示公布后 30 天
内到本项目部进行核算。

联系人：吴国雄 联系电话：18658069900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公 示
为保障解放路改造工程（海曙段）苍水街路口、永丰路路口

和柳汀街路口面层沥青施工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以上三个路
口分段分时采取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的交通管
制（雨天顺延），具体措施如下：

一、2017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2300－次日 500，对解
放北路－苍水街交叉口进行全封闭施工（雨天顺延），禁止一切
机动车在该路口通行。

二、2017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2300－次日 500，对解
放北路－永丰路交叉口进行全封闭施工（雨天顺延），禁止一切

机动车在该路口通行。
三、2017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2300－次日 500，对解

放北路－柳汀街交叉口进行全封闭施工（雨天顺延），禁止一切
机动车在该路口通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通管
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缓速通行，确保安全。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海曙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5月19日

关于解放路（海曙段）苍水街路口、永丰路路口和柳汀街路口面层沥青施工期间全封的交通管制公告
（2017年第32号）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技工学校校区维修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143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宁波技工学校，招标人为宁波技工学校，招标代理人为宁波
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由市财政资
金安排 2413 万元，其余由学校自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榭嘉路800号宁波技工学校内
规模：本项目维修改造总面积为94000平方米，主要包括外墙

涂料改造面积42900平方米；学生寝室维修面积23020平方米；室
内地坪维修；校园围栏、教学楼阳光屋顶维修、内墙局部粉刷、室外
田径场地改造，以及水电、消防、给排水等配套设施改造。

项目总投资：2457.43万元。
招标控制价：22642887元。
计划工期：75日历天。
招标范围：本项目的所有专业工程施工。
标段划分：本工程为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及以上资质，并具有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须具
有C级及以上施工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
信息，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6投标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中显示：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
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
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其它要求：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
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
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造师

[不超过60周岁]）贰级及以上，注册专业建筑工程，并具有有效
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相关信息已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中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
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
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4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
3.3 其他要求：1）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虚作假的

行为。2）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
有项目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
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
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4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查询近五年（2012年 1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
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下载截止时间之前，将招标文件最后一页

《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单位法人章【附投标人营业执照、
组织代码证（已办理五证合一的单位无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
证，下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拟派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

复印件加盖单位法人章】交与招标代理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提
交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7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5月26日17:00。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到 2017 年 6

月8日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超过上述规定
时间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4.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不包括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需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
资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
与《查询申请函》同时交至招标代理人处，未提供相关资料的，
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
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标段号：001，金额：400000元，形式：银行缴纳，收款人：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设），开户银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银行账号：
379270735341。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
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
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

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5.2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 年 6 月 8 日 16:00（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
为准），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 3.6.3 条款（保险保
单形式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
87861127（中国银行）；0574-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
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 6

月 13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
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
告栏）。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和中国宁波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技工学校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10楼
联系人：周工
电话：0574-27895517 传真：0574-27895517

宁波技工学校校区维修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大学体育训练馆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239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单
位为宁波大学，招标人为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
为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市财
政性教育经费安排3000万元，宁波帮人士捐款1500万元，其余
由宁波大学自筹解决。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智能化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大学本部新开发的东南区块，紧邻校

区东南门，北侧为规划学生宿舍，西侧为规划游泳训练馆。
规模：建设一座主场馆、三座教学楼馆及附属用房，总建筑

面积17524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11906.74万元。
招标控制价：2548617元
计划工期：配合总包单位施工、不影响工程整体进度。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施工图范围内的智能化工程施工，详

见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本工程为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贰级及以
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如有
信用等级的，须具有 C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
度的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4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
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6投标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中显示：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
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②已在宁波市镇海
区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其它要求：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
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
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造师[不

超过 60周岁]）贰级及以上资格，注册专业机电工程，并具有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在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 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
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
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4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1）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虚作假的

行为。2）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
有项目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
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
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查询近五年（2012年 1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
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下载截止时间之前，将招标文件最后一页

《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单位法人章【附投标人营业执照、
组织代码证（已办理五证合一的单位无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
证，下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拟派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
复印件加盖单位法人章】交至招标代理人处，若投标人逾期未
提交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7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5月25日17:00。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到 2017 年 6

月 7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超过上述规
定时间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4.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不包括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需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
资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
与《查询申请函》同时交至招标代理人处，未提供相关资料的，
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
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标段号：001，金额：30000元，形式：银行缴纳，收款人：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设)，开户银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市 科 技 支 行 ，银 行 账 号 ：
364970090418。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
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
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

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5.2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 年 6 月 7 日 16:00（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
为准），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 3.6.3 条款（保险保
单形式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
87861127（中国银行）；0574-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
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 6

月12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
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
告栏）。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

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13967883060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院士路66号创业大厦8号门302室
联系人：李工、高工
电话：0574-27836167、15867849585
传真：0574-27836167

宁波大学体育训练馆项目智能化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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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沈敏） 韩
国首尔一家法院定于 23 日首次就
前总统朴槿惠所涉贪腐案举行公开
审理。不同于此前两次预审，这一
次，因“亲信干政门”被弹劾的朴
槿惠和此案核心人物、她的“闺
蜜”崔顺实必须出庭。

这将是朴槿惠 3月底被捕后首
次公开露面，也是韩国时隔 20 多
年再次有前总统坐上被告席。

朴槿惠会以何种面目走上被告
席？她会戴着手铐、穿着编号 503
的囚服吗？会与有 40 年交情的崔
顺实当场反目吗？整个韩国屏息以
待。

一场让人屏息注视的庭审
韩联社报道，首尔中央地方法

院定于 23 日上午 10 时 （北京时间
9时） 对朴槿惠受贿案进行首次公
开审理。朴槿惠被指控与崔顺实共
谋，从三星集团、乐天集团等大财
团收受贿赂，向 SK 集团等索贿，
总计 592 亿韩元 （约合 5270 万美
元）。

本月早些时候，法庭就此案举
行预审，朴槿惠不必现身，由辩护
律师代表出席，但正式庭审要求被
告必须出席。朴槿惠3月31日被捕
后关押在看守所。

此次庭审将是她第一次面对公
众。在法庭上，她将不得不直面检
察官的质问，法庭之外，她还将面

对韩国民众对她的“拷问”。
韩国一家有线电视台援引一名

匿名的看守所消息人士报道，朴槿
惠被关押的房间内有一台电视机，
但她几乎不看电视或报纸，避免受
干扰，关押期间能和她见上面的也
仅有辩护律师和少数几名访客。她
多数时候靠阅读一本英文词典打发
时间。

法新社报道说，庭审日期公布
后，已有数百人参加庭审当天旁听
席位的抽签。“公众对这场审理有
巨大兴趣。这是 20 多年来第一场
针对前总统的公审。”庆熙大学公
共管理学教授、政治评论家金炳旼

（音译） 说。
“在数月之久的政治纷争与权

力真空状态之后，这会是一个有重
大意义的时刻。整个国家将屏息以
待，紧盯庭审的每一步进展。”金
炳旼告诉法新社记者。

现年 65 岁的朴槿惠将是第三
个因为贪腐罪名公开受审的韩国前
总统。前两人是卢泰愚和全斗焕。
金泳三 1993 年上任后，这两名前
总统因贪污、叛国等罪名而受审。
1996 年 ， 法 庭 裁 定 两 人 罪 名 成
立。全斗焕被判以死刑，后减为终
身 监 禁 ； 卢 泰 愚 被 判 处 17 年 监
禁。1998 年初两人获时任总统金
大中特赦出狱。

朴槿惠将受审的首尔中央地方
法院 417号审判庭正是全斗焕当年

因 1979 年政变而被判死刑的同一
个地方。全斗焕在朴槿惠父亲朴正
熙遇刺身亡后不久，发动军事政变
上台。

“谁也无法凌驾于法
律之上”

朴槿惠在庭审现场会有什么表
现？韩国舆论认为，面对受贿、滥
用职权等 18 项控罪，她仍会坚持
此前立场，否认所有指控。

朴槿惠辩护律师团队一直表
示，她对崔顺实被控的违法行为一
概不知，并未如检方起诉书所言为
三星集团内部经营管理权的转让事
宜提供协助，也从未直接要求韩国
企业向崔顺实控制的两家“非营
利”基金会“捐赠”将近 7000 万
美元。

崔顺实此前否认受贿索贿等一
切罪名。

但检方认为，朴槿惠同崔顺实
瓜分了这些不法所得，崔顺实也因
促成三星集团管理权转让获得了金
钱回报。

第二场正式庭审将在首次庭审
两天后举行，届时朴槿惠将是唯一
被要求出席的被告人。这是因为，
法庭已完成对另一名被告崔顺实的
审讯程序，接下来将审查与崔顺实
所涉罪名相关的书面证据。根据一
般程序，这起案件的庭审可能需要

持续几个月。
朴槿惠的父母皆因政治而死于

非命。她继承了朴正熙执政时创造
韩国经济“汉江奇迹”的政治遗
产，以“孤女”的悲情形象走上
2012 年大选舞台，成功入主青瓦
台，没想到最终陷入“亲信干政
门”，名誉扫地。今年 3 月 10 日，
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个被弹劾
下台的总统。4月17日，检方正式
起诉朴槿惠。

朴槿惠 5年前在大选中的主要
竞争对手文在寅已于 5 月 9 日当选
新一届总统。他上任后表示将彻查

“亲信干政门”，借以对朴槿惠政府
进行“积弊清算”。

来自朴槿惠所属自由韩国党的
原资深议员千裕玉 （音） 在博客上
撰文评论，称审讯朴槿惠实际上是
对阻碍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沉疴痼
疾一次“宣判”。

她写道：“这场审讯应该成为
我们拒绝黑暗与腐败过往，开启一
个公平公正社会新时代的第一步。
它同时也应该给我们留下一个严正
教训，（告诉我们） 无论多有权势
的人，谁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亲信干政门”今日首次公开审理
朴槿惠崔顺实将一同出庭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刘秀玲）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1 日说，自民
党会在年内拿出修宪草案。这是继
之前提出要在 2020 年实施新宪法
后，安倍再次主动给出修宪时间
表。自民党修宪推进本部已着手制
定修宪草案，安倍的修宪计划正在

迅速转化为行动。
安倍最近就修宪时间表连续发

言，被视为“越权”，受到在野党强烈
批判。民进党议员中川正春 18日在
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指出，安倍作
为行政首脑提出修宪时间表“侵害
国会立法权并引发国会议事混乱”。

社民党议员照屋宽德指责安倍“修
宪只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对安倍提
出要把自卫队的存在写入修正草案
第九条，共产党议员赤岭政贤指出，

“这是从根本上颠覆了宪法”。
《每日新闻》22 日发表社论指

出，安倍通过行使人事任命权，把自

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等重要人物
拉入修宪推进本部，实际上架空了
主张慎重推进修宪的党内势力。这
种手法与 4年前为解禁集体自卫权
而替换内阁法制局长官如出一辙，
也同时意味着自民党单方面脱离了
在修宪问题上的多党协作路线。

安倍再定修宪时间表：年内拿出草案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 邵杰

美国总统特朗普 21 日在利
雅得同 50 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
国家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议，宣布
美国在中东地区两大目标是“铲
除恐怖分子”和“孤立伊朗”，
而且美国正寻求在中东构建反恐

“多国联盟”。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在

中东“拉帮结派”、对抗伊朗的
政策付诸实施，那么，中东很可
能形成两个集团相互对峙的局
面，陷入长期“冷战”状态，而
且两大集团之间的边缘地带还会
频繁发生局部热战。

特朗普在这次首脑会议上的
讲话，被美国媒体形容为他访问
沙特行程中的“重头戏”，也是
他上台之后首次就中东问题全面
阐述美国新政府的主张。

在讲话中，特朗普呼吁与会
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同

“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
恐怖主义”进行战斗，并强调

“恐怖袭击受害者中 95％都是穆
斯林”。他说，在与极端分子的
战斗中，美国将与这些国家领导
人站在一起，但是这些国家必须

“冲在前面”。

美国媒体注意到，特朗普对伊
朗采取了对抗立场，这一做法不同
于其前任奥巴马。特朗普称，“伊
朗资助、武装和训练的恐怖分子、
民兵和其他极端团伙正在把毁灭和
混乱传遍整个地区……一切有良知
的国家都必须为孤立伊朗而共同努
力”。

在特朗普发表讲话之前，沙特
国王萨勒曼在致开幕词时表示，沙
特将致力于铲除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和其他恐怖组织。他还形容伊朗
是“全球恐怖主义的先锋”，而且利
雅得“已经受够了（伊朗）在也门和
中东其他国家的敌视与干涉”。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和萨勒
曼的讲话已经勾勒出未来中东“冷
战”格局的框架，一方是以沙特为
首、得到美国支持、有多个阿拉伯
和伊斯兰国家参与的阵营，另一方
是以伊朗为首、有叙利亚巴沙尔政
权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参与的阵
营。

虽然到目前为止相关各方还没
有宣布上述两个阵营已经成型，但
是双方已经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展开
对抗。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发
生的武装冲突中，双方对抗的迹象
更加明显。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上述两个
阵营的对抗很容易被导向教派对抗
的方向。这是因为沙特的影响力主
要集中在逊尼派中东国家，而伊朗
的影响力则局限在什叶派穆斯林聚
居的中东国家或地区。在一些西方
媒体的报道中，两国矛盾早已被打
上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的烙印。

如果中东地区出现两个教派特
征明显的对立阵营，其后果恐怕会
很严重。一方面，这有可能使中东
逊尼派国家部分民众更容易受到极
端势力蛊惑，把后者视为打击伊朗
和阻止什叶派势力扩张的有生力
量；另一方面，这还有可能使中东
什叶派国家部分民众把反恐战争与
不同教派之间斗争划等号，使反恐
战争扩大化。

可以设想，一旦中东教派矛盾
被固化，甚至出现两个以教派作为
身份认同、相互对立的阵营，其结
果很可能是冲突旷日持久，而且愈
演愈烈。

美寻求构建反恐“多国联盟”和“孤立伊朗”

中东版“冷战”呼之欲出

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 21 日说，
美国愿意帮助中东地区国家
打击恐怖主义，但希望这些
国家不要依赖美国。他呼吁
地区国家团结起来打击恐怖
主义。不过，特朗普对伊朗
采取了对抗立场，显然把这
一地区分为两个阵营，勾勒
出未来中东“冷战”格局的
框架。可以设想，一旦中东
教派矛盾被固化，甚至出现
两个以教派作为身份认同、
相互对立的阵营，其结果很
可能是冲突旷日持久，而且
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