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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军队 10 日正式开始
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显示抵
御外部干预的决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观
看了在米兰达州一个军事要塞举
行的防空演习，演习中使用了俄
罗斯制造的武器。他说，政府将保
证足够投资，以确保国家防空系统
所需的一切。委防空和防导系统将
配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

马杜罗表示，委内瑞拉有和平
的权利，委人民是和平的人民，
委内瑞拉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胁或
干涉。他要求军民联合起来，共
同抵御美国政府可能对委发起的

侵略。“成千上万的人将被武装起
来进行防空和反导弹防御，使我们
的城市和村庄成为坚不可摧的地
方！”

此次军事演习将持续至 2 月
15 日。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 1 月
23 日在一场反对党集会活动中自
我宣布为委“临时总统”，要求重新
举行大选，美国及部分拉美和欧盟
国家对瓜伊多表示支持。为逼迫马
杜罗下台，美国近日不断加码对委
经济、金融和石油业的制裁。美总统
特朗普日前还公开表示不排除对委
进行军事干预。

委内瑞拉举行
大规模军事演习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 10 日
发表国情咨文时就匈牙利出生率降低提
出应对措施，鼓励女性多生育。

欧尔班说，在欧洲出生的孩子越来
越少。他理解，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一
挑战的解决之道在于引进移民；欧洲每
减少一个孩子，就会有一个移民儿童进
入欧洲，孩子的总数因而可以保持不
变。

只是，欧尔班话锋一转。他说，缓
解匈牙利出生率下降的应对之策是鼓励
女性多生育，而不是“引进移民”；国
家需要的不是人数，而是“匈牙利孩
子。”德新社报道，匈牙利 2016 年平
均每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为 1 .45 。

依据欧尔班的提议，年龄 40 岁以
下的女性初婚时可以申请 1000 万福林
（约合 24 万元人民币）贷款。自这名
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份起，还贷可

暂停 3 年；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可以
减免三分之一贷款；生育第三个孩子
时，免除全部贷款。如果至少生育 4
个孩子，她可以永久免交所得税。

另外，养育至少三个孩子的家庭
购买 7 个座位及以上车辆时，可以获
得匈牙利政府发放的 250 万福林（ 6
万元人民币）补贴。同时，匈牙利信
贷系统将对生育孩子多的家庭加大购
房支持倾斜力度，由政府向这类家庭
提供贷款担保。

欧尔班认为，欧洲联盟把移民当
作“工具”，而移民潮会冲击欧洲人
原有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

欧尔班发表国情咨文后，数以百
计示威者在匈牙利总统府外示威，另
有大约 100 名示威者开车阻塞总统府
附近、多瑙河上一座桥梁的交通。

据新华社

应对低出生率

匈牙利出台政策鼓励多生育

俄新型防空导弹系统

完成测试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罗廖夫 11

日说，俄海军目前完成了一款新型舰
载防空导弹系统的国家测试，这一系
统将于 2019 年上半年入列俄军。

俄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援引
科罗廖夫的话报道说，这款新型防空
导弹系统是原有“鲁道特”防空导弹
系统和新型雷达系统的结合，采用垂
直发射方式，主要用于执行军舰的区
域防空任务，将于 2019 年上半年列

装部队，用于装备 22350 型护卫
舰。

“鲁道特”防空导弹系统是基
于俄罗斯 S-400 陆基防空导弹系统
所衍生出的海基舰对空导弹系统，
其最大特点是将短、中、远程导弹
整合在一套系统之内。

22350 型护卫舰是俄罗斯的新
型护卫舰，排水量 4500 吨。

据新华社

泰国选举委员会 11 日发布总理候
选人正式名单，前公主乌汶叻“榜上无
名”。

选举委员会发布声明说，王室成员
应当保持政治中立，不应担任公职，因
而没有赋予乌汶叻参选资格。

选举委员会审核 45 个政党推举的
总理候选人，继而发布名单。这一机构
原定 15 日发布名单。

泰国定于 3 月 24 日举行议会选
举。按照泰国法律，选民将选出 500
名下议院议员，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将指派产生 250 名上议院议员，然
后由两院议员联合投票，选出新总理。

本月 8 日是各政党向选举委员会
提名总理人选的最后一天，泰护国党当
天提名乌汶叻为这一政党的总理候选
人。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随即发
表公告，认为姐姐乌汶叻仍是王室家族
一员，而王室成员应保持中立，不能出
任公职。

乌汶叻现年 67 岁，是已故国王普
密蓬·阿杜德的长女。她 1972 年与一
名美国人结婚，按照王室法规放弃王室
成员地位， 1998 年离婚后回国。尽管
她的王室头衔没有恢复，泰国民众仍视

她为王室家族一员。
另外，活动人士西素旺·占亚 10

日说，他打算向选举委员会递交请愿
书，请求选举委员会建议宪法法院解
散泰护国党，指认这一政党“违反选
举法”。

选举委员会执行主席差徒龙·猜森
没有就是否解散泰护国党一事作出回
应。泰护国党在一份声明中说，将
“在选举竞技场上继续前进”。

泰护国党 2009 年创建，多次变更
名称，被视为倾向于前总理他信·西那
瓦的政党，党内不少高层人士过去隶
属支持他信的为泰党。路透社报道，
泰护国党是角逐下议院选举的数个亲
他信政党之一，如果遭解散，反他信
阵营有望获得更多议席。

泰国军方 2014 年政变，推翻他信
妹妹英拉·西那瓦领导的为泰党政府，
时任陆军总司令巴育·占奥差设立全国
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随后由时任国
王普密蓬任命为总理，充任政府首脑
至今。巴育 8 日宣布接受国家人民力
量党的邀请，成为这一政党的总理候
选人。

据新华社

泰国前公主无缘参选总理

2 月 10 日，在意大利罗马，一名男子在舞龙的队伍前表演中国武术。
当日，罗马侨界欢度 2019 年春节活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新华社发

中国年味洋溢罗马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政法系教

授、人权问题专家安蒂利亚诺日
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委内
瑞拉政治问题应由委内瑞拉人民
自己解决，外部势力干涉只会让
局势更复杂，加剧政治对立。

“我认为最理想的办法应该
是政府和反对派对话协商，通过
民主方式解决问题，而外部势力
干预有可能给委内瑞拉带来长时
间的暴力冲突，从而让这个国家一
步步走向崩溃。”安蒂利亚诺说。

8 日，委议会主席、反对派
要员瓜伊多表示，在必要情况
下，不排除“授权”美国或其他
国家军事干预，从而迫使现总统
马杜罗下台并缓解委内瑞拉正在
遭受的“人道主义危机”。

对此，安蒂利亚诺认为，美
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干预将会破
坏委内瑞拉甚至整个拉美地区的
社会秩序和稳定。

在安蒂利亚诺看来，大多数
拉美国家，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
委内瑞拉现任政府，都会谴责美
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他说，一
方面，很多国家对美国用各种手
段干涉这一地区内政的历史心有
余悸，不能接受美国“重新用霸
权主义控制拉美”；另一方面，

其他拉美国家也怕引火烧身，
“产生的大量难民就足以让一些
国家承受不了”。

当前，委内瑞拉局势牵动各
方神经，多国为破解委政治僵局
出谋划策。委内瑞拉问题国际联
络小组会议 7 日在乌拉圭首都蒙
得维的亚召开，拉美和欧盟 10 多
个国家代表参会。与会代表呼吁
以和平方式解决委内瑞拉问题。

会议召开前一天，墨西哥与
乌拉圭共同提出蒙得维的亚机
制，旨在通过立即对话、共同协
商、达成协议、执行方案等 4 个
步骤解决委内瑞拉问题。这一主
张以不干涉委国家内政、基于国
家法律平等、和平解决分歧、尊
重人权与委内瑞拉人民意志的方
式解决委现有危机，得到了大多
数与会拉美国家支持。

安蒂利亚诺认为，从这场会
议可以看出国际社会积极为委内
瑞拉政府和反对派谈判协商搭
台，作用值得肯定。“委内瑞拉
局势未来的几种走势中，协商谈判
是最可取的，”他说，“暴力手段违
背民主原则，不论委内瑞拉政府还
是反对派，不论拉美还是国际社
会，都不能从中获益。”

综合新华社

■国际观察

外部势力干预无益于委内瑞拉问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