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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警方 3 日说，
一名男子 2 日晚间在布里斯班国际机
场自称携有炸弹，持刀威胁旅客，导致
机场紧急疏散旅客并且关闭超过两个小
时。

布里斯班国际机场是澳大利亚第三
大机场。机场方面说，到港和离港航班
当晚因这一事件延误 3 小时，随后逐
渐恢复正常。

截至 3 日，没有事件导致伤亡的
报道。警方判断，事件与恐怖主义无
关。

涉事男子 50 岁，来自布里斯班附
近城市黄金海岸， 2 日晚间 9 时左右
在机场航站楼餐饮区与一名看似亲属的
女性争吵，随后拔刀。

一名目击者告诉澳第九频道电视

台，女子发出“刺耳尖叫”，“飞奔至
餐饮区外”。男子随后把一个金属盒放
在餐桌上，称盒内有炸弹，开始追逐那
名女子。美联社报道，周围几百名旅客
逃离现场。

另一名目击者说，女子尖叫引起人
们警觉。有人喊“这名男子带着刀或
枪”，随即拉着孩子逃离。

布里斯班刑侦总警司托尼·弗莱明
说，现场警察发射橡皮子弹，击中男
子。他随后放弃抵抗并遭警方逮捕。

昆士兰州警方 3 日以多项罪名对这
名男子提起指控，包括涉嫌策划虚假炸
弹威胁、用不实言论干扰航空设施运
行、违反家庭暴力禁令、持械追踪他
人、严重袭警。

据新华社

“诈弹”致布里斯班机场
短暂关闭

马杜罗提议提前议会选举
以恢复国家立法机构的合法性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2 日提议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恢复国
家立法机构的合法性。

马杜罗再次指认美国方面策动“政变”和示威，强调他是委内瑞拉唯
一总统。

马杜罗 2 日参加已故前总统乌
戈·查韦斯的纪念集会并讲话，提
议委内瑞拉制宪大会着手研究提前
举行议会选举。

他说：“想要选举？想要提前
选举？我们将举行议会选举。”

这以前，议会主席、反对派成
员胡安·瓜伊多及其支持者“要
求”重新选举总统。

委内瑞拉议会选举原定 2020
年举行。按照马杜罗的说法，他同
意借助议会选举恢复立法机构的合
法性，承诺今年举行自由选举，由
人民选出新议会。

马杜罗领导的左翼党派在
2015 年议会选举中失去议会多数

席位，与反对派陷入激烈争斗。马
杜罗 2017 年 5 月 1 日宣布启动制
宪大会，重新制定委内瑞拉宪法。
反对党联盟拒绝参加制宪大会。

瓜伊多 1 月 23 日宣布自任
“临时总统”。马杜罗指认反对派
“政变”。

美联社报道，马杜罗呼吁提前
举行议会选举，显然针对身居议会
主席的瓜伊多。

另外，马杜罗说他愿意为化解
分歧而与反对派对话，要求反对派
停止求助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

瓜伊多当天晚些时候拒绝对话
提议，指认马杜罗试图“拖延时
间”。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2 日
同时出现支持政府和反政府的大
规模示威，总体而言较为平和，
没有发生严重暴力事件。

马杜罗在讲话中谴责美国政
府干涉委内瑞拉内政，认定当天
反政府示威是美方策动“政变”
图谋的一部分。

“你认为自己是世界的帝
王？你觉得委内瑞拉会屈服并遵
从你的命令？”他向美方发问，
“我们不会投降。”

格雷戈里·卡拉斯克尔现年 35
岁，是公务员，当天参加支持政
府的示威。他告诉路透社记者：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 对 委 内 瑞 拉 ） 采 取 一 些 措
施……但对我们委内瑞拉人而

言，只有一名总统，就是马杜罗
总统。”

美国等一些国家承认瓜伊多
为“临时总统”。马杜罗 1 月 23
日指认美方策动“政变”，宣布
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要求美
方外交人员 72 小时内离境。

马杜罗 2 日强调，委内瑞拉
只有一名总统，他将继续执政。

2 日早些时候，空军高级军
官弗朗西斯科·亚涅斯宣布支持瓜
伊多，呼吁军队支持这名“临时
总统”，成为首名公开为瓜伊多
“站台”的军方高官。委内瑞拉
空军随后在社交媒体“推特”指
认亚涅斯“叛国”。

据新华社

回避“要求”

拒绝“投降”

印度火车脱轨 至少 7 人死亡
2 月 3 日，在印度比哈尔邦，人们聚集在火车脱轨事故现场。
印度比哈尔邦一列火车 3 日凌晨发生脱轨事故，造成至少 7 人死亡、

多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伊朗 2 日展示一枚新型巡航导
弹，声称导弹射程达 1350 公里。

展示这枚导弹正值伊朗庆祝伊斯兰
革命胜利 40 周年。伊朗国家电视台报
道，伊朗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米在发
布仪式上说，这枚地对地导弹当天试
射，飞行 1200 公里后击中目标。

哈塔米说，这枚导弹名为“霍韦伊
泽”，属于伊朗国产“苏马尔”巡航导
弹系列产品，能够“很短时间内做好
（发射）准备”，具备低空飞行、打击
固定目标和抵御电子干扰的能力。

伊朗国防部网站发布一段时长 37
秒、从多个角度拍摄的视频。视频中，
一枚导弹发射后落在沙漠某处地方。

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部队指挥官阿
米拉利·哈吉扎德在发布仪式上说，伊
朗已经攻克巡航导弹喷气发动机生产难
题，能够制造“各种系列”巡航导弹。

美联社报道，伊朗拥有的导弹射程
最远 2000 公里，足以打击“对手”以
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 5 月
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声称这
项协议有“缺陷”，包括没有限制伊朗
弹道导弹项目。

伊朗近年多次试射弹道导弹，美国
屡屡指认伊方试射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决议。

据新华社

伊朗展示新型巡航导弹

由于也门冲突双方无法就会晤地点
达成一致，协调荷台达撤军事宜的联合
国委员会将在也门荷台达港口附近一艘
船上举行会议。

也门和联合国人士 2 日告诉路透
社记者，联合国已把重新部署协调委员
会的总部和会议举办地设在那艘船上。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代表将乘联合国直
升机到船上会晤。

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受 1 月 16 日
设立的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特派团领
导和支持，负责协调也门政府和胡塞武
装从荷台达市及其港口撤军事宜。

委员会现任主席是 1 月 31 日获得
任命的丹麦中将米凯尔·安高·洛莱斯
高，成员包括也门冲突双方代表。

委员会下次会议可能本周召开。洛
莱斯高定于 3 日抵达约旦首都安曼，
随后前往荷台达。

路透社 1 月底援引消息人士披露，

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曾在胡塞武装控制
区召开会议。胡塞武装不愿前往沙特阿
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导的多国联
军控制区。委员会多次尝试在多国联军
控制区开会，均告失败。

联合国主持下，也门冲突双方代表
去年 12 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和谈，就停火、被俘人员交换、荷台达
管辖等事宜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在荷台
达停火并撤军。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停火总体得到
落实，但双方未能按原计划 1 月 7 日前
开始撤军。

胡塞武装 2014 年夺取也门首都萨
那，后续占领南部地区，迫使总统阿卜
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 年 3 月，支持也门政府的多国联
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
的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

地点谈不拢

也门撤军协调员要“船上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