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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 尚昊 陈文仙 吕迎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8 月 30
日在耶路撒冷表示，以色列目前正
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就关系正常化问
题开展“秘密对话”。包括美国高官
在内的以美两国代表团计划 31 日
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三方将就
巩固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正常化进
行会谈。

分析人士指出，大环境的变化使
阿拉伯国家开始与以色列走近，但巴
勒斯坦问题、民间隔阂等因素，让这
些国家对实现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持谨慎态度，美国推动双方关系正常
化则有其自身考量。阿拉伯国家和以
色列关系走向还有待观察。

【新闻事实】

内塔尼亚胡 30 日在耶路撒冷
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奥布莱恩和美国总统高级顾

问库什纳。内塔尼亚胡在会见中说，
以色列与阿联酋关系正常化为以色
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
化铺平了道路。他表示，目前以色列
正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开展“秘密对
话”。

奥布莱恩表示，以色列的安全
仍然是美国的“最高优先”，以色列
和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前景光明。库
什纳表示，以色列与阿联酋关系正
常化为两国经济、安全和宗教合作
铺平了道路。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奥布莱
恩与库什纳将参加由以色列国家安
全委员会负责人梅厄·本-沙巴特
带领的代表团，于 31 日飞赴阿联
酋，就以色列与阿联酋在航空、旅
游、贸易、经济、金融、卫生、能源、安
全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会谈。

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还
筹划几周内举行中东“和平峰会”，
除阿联酋和以色列外，沙特阿拉伯、
埃及、约旦、巴林、阿曼、摩洛哥、苏
丹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受邀之列。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从以色列内政
来看，内塔尼亚胡急需外交成绩。他
和蓝白党领导人甘茨组建的联合政
府成立以来，双方在联合政府预算
案等问题上分歧难消。通过打外交
牌争取民意，适时解散政府、进行大
选，甩掉蓝白党的牵制，是内塔尼亚
胡想借此实现的一大目标。

然而，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
久前对中东五国的访问效果来看，
一大波阿拉伯国家跟进与以色列建
交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专家认为，目
前美国大选临近，以沙特为首的阿
拉伯国家各有顾虑，采取观望态度，
不愿贸然行事。

从美国方面来说，有犹太裔背
景的库什纳此行首先是为 11 月的
美国大选服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专家刘畅说，
越临近大选，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政
策上的调整就越明显。特朗普在以

色列和他国关系问题上刷存在感，
博取更多选民支持，力争用“立竿见
影”的外交加分服务选情。

1948 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以阿
拉伯国家为一方，以以色列为另一
方，共发生了 5 次中东战争。虽然现
在的大环境使更多阿拉伯国家和以
色列再次走近，但中东地区核心问
题巴勒斯坦问题尚未解决，且民间
隔阂还存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真正实现和平尚需时日，双方关系
走向还有待观察。

【背景链接】

8 月 13 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在
美国斡旋下达成协议，同意实现关
系全面正常化。三方联合发表的声
明说，这一“历史性外交突破”将促
进中东和平。阿以两国将在未来数
周签署协议，涉及投资、旅游、直航、
安全、互设使馆等。

目前，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仅与
埃及和约旦有外交关系。

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
“秘密对话”背后的考量

新华社大马士革 8月 30日电
（记者郑一晗）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阿萨德 30 日签署法令，批准新一届
内阁成员名单，多个重要部门的负
责人留任。

新内阁由总理侯赛因·阿尔努
斯和 29 名部长组成，原内阁有 13 名
部长留任，其中包括国防部长阿里·
阿卜杜拉·阿尤布、外交部长瓦利
德·穆阿利姆、内政部长穆罕默德·

哈立德·拉赫蒙等。
8 月25日，巴沙尔签署法令授权

阿尔努斯担任总理并组建新内阁。
今年 6 月 11 日，巴沙尔解除时

任总理伊马德·哈米斯的职务，任命
水资源部长阿尔努斯代行总理职
权。7 月 19 日，叙利亚举行人民议会
选举，新一届议会于 8 月宣誓就职。
根据叙利亚宪法，新内阁在议会宣
誓就职后组建。

叙总统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据新华社东京 8 月 31 日电
（记者王子江） 东京奥运会圣火 31
日在日本奥林匹克博物馆公开亮
相，从 9 月 1 日起，圣火将在这里
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展览。

奥运圣火 3 月 12 日在希腊古奥
林匹亚点燃，20 日抵达日本，东
京奥组委本来计划在 3 月 26 日举行
隆重的火炬传递仪式，但 3 月 24 日
奥运会宣布推迟，火炬接力也被迫
全部取消。4 月 2 日，圣火在福岛
开始计划一个月的公开展览，但因
为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展览只进行
了几天就被紧急叫停。之后圣火就
被存放在一个秘密地点。

这次圣火展览的时间从 9 月 1
日到 11 月 1 日，观众需要提前预约
才能进入位于东京国立体育场对面
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参观。

奥运圣火
在东京展出 新华社东京8月31日电

记者 刘春燕

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8 月 28
日宣布辞职当天大跌后，东京股市
31 日显著反弹，其中日经 225 种股
票价格指数重上 23000 点大关。分
析人士认为，日本股市已经从最初
的震荡中企稳，安倍辞职或对日本
金融市场影响有限。

安倍执政期间实行的包括超
宽松货币政策在内的“安倍经济
学”，对提振东京股市功不可没。日
经股指从安倍就任时的 10000 点
左右一路上涨，2018 年 10 月涨至
24270 点，创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
后的新高。新冠疫情暴发后，东京
股市虽经历大幅下跌，但随后很快
恢复。目前，日经股指水平与安倍
上任之初相比已经翻番。

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或许不
会对安倍执政期间日本经济超长

缓慢复苏给予太高评价，但从股市
表现来看，不少投资者对“安倍经
济学”颇为认可。正是由于占东京
股市交易额近六成的外国投资者
看好“安倍经济学”，东京股市才会
在安倍宣布辞职当天应声大跌。

不过，日本乐天证券经济研究
所首席分析师窪田真之指出，今年以
来，无论是受疫情冲击股市暴跌后快
速回升，还是6月以来市场胶着阶段，
东京股市的外国投资者基本上都处
于超卖状态，而吸收抛盘的主要是日
本央行。日本央行总是在股市下跌到
一定程度就出手买入交易所交易基
金（ETF），为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决定东京
股市近期走势是否平稳的主要是日
本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资金环境会
否发生改变。目前来看，安倍辞职对
经济基本面和资金环境影响有限。

此间多名分析师认为，由于疫
情前景不明，日本经济深陷衰退，在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没有明显
复苏，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很难退
出。即使安倍辞职、首相易人，日本的
金融、财政政策也很难迅速转向。

多数投资者期待下届日本政
府能够继承安倍路线，延续“安倍
经济学”政策。31 日，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表示有意参选自民党
总裁，市场视这一消息为重大利
好，东京股市早盘高开高走。分析
人士表示，投资者认为如果菅义伟
当选并完成安倍剩余首相任期，安
倍的经济政策将得到延续。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安倍
执政后期，已有外国投资者对日本
经济长期低迷、缺乏有竞争力的领
军产业表现出失望。直到明年秋季
大选之前，日本将缺乏政治“安定
性”，很难吸引外国投资者回归日
本股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无论
是谁接替安倍，东京股市大概率会
缺乏上涨动力。

安倍辞职或对日本金融市场影响有限

新华社首尔 8月 31日电 （记
者陆睿 耿学鹏） 据韩国媒体 8 月
31 日报道，一辆韩国运动型多用
途车 （SUV） 30 日晚在韩国京畿
道抱川市与一辆驻韩美军装甲车发
生追尾事故，造成 4 人死亡、1 人
轻伤。

据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
21 时 30 分许，一辆 SUV 在抱川市
撞上前方行驶的一辆驻韩美军装甲
车，造成 SUV 上 4 名人员全部死
亡，装甲车上 1 名人员受轻伤。

目前，韩国警方正在对事故原
因展开调查。

韩发生SUV追尾美军装甲车事故
致4人死亡

8月31日，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几名学生戴着口罩走向火车站准备
乘车。

新西兰政府出台的“口罩强制令”31 日起正式生效。按照新规，12
岁以上民众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或使用其他织物遮掩口鼻，
违者可能面临最高1000新西兰元 （约合674美元） 罚款。

（新华社记者 郭磊 摄）

新西兰“口罩强制令”生效

新华社开罗 8月 30日电 （记
者李碧念） 埃及军方 30 日发表声
明说，埃及安全部队自 7 月下旬以
来在该国北西奈省展开反恐行动，
已打死 77 名恐怖分子。

声明说，截至 8 月 30 日，埃及
安全部队在此轮反恐行动中还捣毁
327 处恐怖分子藏匿点和用于存放

武 器 弹 药 的 仓 库 ， 摧 毁 10 辆 汽
车，并抓获一名受伤的恐怖分子。
安全部队方面有 3 名军官和 4 名士
兵伤亡。

近年来，埃及反恐形势严峻。
2020 年以来，埃及安全部队多次
展开反恐行动，已打死数百名恐怖
分子。

埃及军方打死77名恐怖分子

8月30日，中国参赛队在俄罗
斯阿拉比诺靶场参加“坦克两项”
项目单车赛。

“国际军事比赛-2020”“坦
克两项”项目单车赛 30 日结束全
部赛程，中国参赛队三个车组全部
顺利完成比赛，晋级半决赛。

“坦克两项”项目单车赛有
16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45 个 车 组 参
加，中国参赛队 702 车组、703 车
组、701 车组分别取得第三名、第
四名、第十名的成绩。

半决赛将于 9 月 1 日开赛，以
接力赛的方式展开，由同一参赛国
的三个车组使用一辆装备接力完成
驾驶和射击任务。

（新华社发）

“国际军事比赛-2020”“坦
克两项”项目单车赛收官

中国队晋级半决赛

8月31日，泰国曼谷市民在积水中前行。
当日上午，短时暴雨天气导致泰国曼谷市出现内涝，部分道路严重积

水。 （新华社发）

泰国曼谷暴雨导致城市内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