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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国际担忧特朗普要捅
中东“马蜂窝”
据新华社电

据美国官员当地时间
5 日晚间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 6
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
将责令美国务院启动美驻以使馆从特
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进程。
在当天的白宫吹风会上，特朗普政
府 3 名匿名高级别官员对媒体表示，此
举主要是对“现实的认可”，也是兑现竞
选时的承诺。 但他们并未明确表示，新

12月 6日，西成高铁西安首发列车进入该条线路入秦岭第一个隧道。西成高铁陕西段桥
隧比高达 94，在秦岭山脉中超过 10公里的特长隧道有 7座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
特朗普可能将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耶路撒冷地位
问题复杂敏感，各方应谨慎行事。
有记者问：据报道，一名美政府高官
称， 特朗普总统可能于 6 日宣布美国承
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同时表示
将继续推迟美国驻以使馆迁址 6 个月。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密
切关注事态进展，对地区矛盾可能激化

补齐短板

国际
社会

西成高铁开通初期, 将安排动车组列车 19 对,西
安至成都的最短旅行时间由现在的 13 小时压缩至 4
小时 7 分。年底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后,将安排动车组
列车 62 对, 两地间最短旅行时间将压缩至 3 小时 27
分。

美国

“八纵八横”高速网京昆通道逐渐成型

西成高铁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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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1967年边界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
坦国，巴以相互承认并和平共存
历届总统都没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
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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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耶路撒冷对穆斯
林来说是一条红线”，如
果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首都， 土耳其
将切断与以色列的外交
关系， 也将导致美国和
以色列与整个伊斯兰世
界作对。

埃及总统塞西：

耶路撒冷

敦促特朗普不要采
取任何可能改变耶路撒
冷地位的措施， 避免任
何破坏中东和平进 程的
举动。

西岸
死
海

沙特国王萨勒曼：
美国任何关于耶路
撒冷地位的宣布都会
“激 起 全 世 界 穆 斯 林 的
情绪”。

德国外交部长西格
马·加布里尔：

使馆搬不搬
还说不定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
诺，把驻以色列使馆从特
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但
为配合推动巴以恢复和谈
的努力，他今年 6月签署
延缓搬迁的文件。理论上，
这一文件 12月 4日到期
后，特朗普要决定是否签
署中止搬迁计划、再次延
后 6个月的总统令

西安

西安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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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春方（431281199406080428）原准迁证（鄂
06825571）遗失，特此声明。
武汉力天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420103000139957 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 45 天内办理相
关手续，特此公告。
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街中心卫生院遗失字轨
2004 湖北事业性收费票据 58 本， 票据号 段:07344001—
07344300 及 07344401—07347000，现登报声明作废。
李平均购买爱家优优城（名校华城）小区 11 栋
26 层 4 号房的购房发票， 发票编号:00048479, 发票金额:
182997 遗失，特此声明。
武汉易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作废。

声明

搬迁使馆将在中东
引发 “危险的反响”，阻
碍美国推动巴以和平谈
判的努力。

美国 1995年生效的一部法律规定，驻以使馆必须迁
至耶路撒冷，但总统有权以安全因素为理由推迟执行。
1995年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没有把驻以使馆迁至耶路
撒冷

以色列

来源 / 新华社
本版制图 / 方磊

武汉便民政务信息发布平台
张丹凤遗失硚口集贤村 247 号， 私 3-07863 房
产土地证，声明作废。
本人陈增涛遗失 XD448 道路运输证，特声明作
废。
武汉市千配配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2MA4KPX8F2C，声明作废。
张莉华位于硚口区古田路 53-9 号 3 单元 6 层 2
室武房权证市字第 200521676 号，土地证硚国用（改 2005）
第 3521 号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武汉市青山区鸽皇酒楼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 JY24201240000097，声明作废。

美国把使馆搬到耶
路撒冷将 “越过红线”，
特朗普的决定将 “点燃
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怒
火”。

特拉维夫

（整理 记者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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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

安：

东西部均衡发展。
记者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国今年新开通的 4 条高
铁线路，有 3 条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别是宝（宝鸡）兰
（兰州）高铁、武（武汉）九（九江）高铁和西成高铁。7 月 9
日,宝鸡至兰州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兰州与西安之间的
旅行时间从 ６ 个小时缩短至 ３ 个小时,宝兰高铁是我
国西北与中东部的铁路客运主通道，它的通车运营显著
提高欧亚大陆桥铁路通道运输能力，助推“一带一路”建
设；9 月 21 日，武九高铁全线正式开通运营，它连接京
广和京九两条纵向铁路通道，是沟通环鄱阳湖城市群与
武汉城市圈的一条大能力客运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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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担忧。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敏感。
各方都应着眼地区和平与安宁， 谨慎行
事， 避免冲击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解
决的基础，引发地区新的对立。
耿爽说， 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和推动
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巴人民恢复民族合
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支持建立以 1967
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拥有完全主权的、 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呼吁各方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致力于
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和平与稳
定。

特朗普此举将带来
巨大危险和严重后果，
不仅将影响巴勒斯坦局
势， 还将影响整个阿 拉
伯和伊斯兰世界。

绸之路的起点，加上今年 7 月开通的宝兰高铁，与已建
成通车的西安—宝鸡高铁、兰州—新疆乌鲁木齐高铁相
接，形成了一条从成都 - 西安 - 乌鲁木齐延绵 3000 公
里的“高铁丝路”，我国向西开放的道路将更为顺畅。
西成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
速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山西大同)西高铁
共同形成华北至西南地区的新通道，是连接西北、西南
地区的重要纽带。

首次穿越秦岭在群山峻岭中开辟出了一条新“蜀道”，时速 250公
里 / 小时，西安到成都将从目前的 13小时缩短至 3小时（最快）
西成高铁长大坡道衔接不断，线路纵断面很复杂，例如其中■邑至
新场街区间有长达 45公里的连续长大坡道，爬完这个大坡，海拔就要
升高 1125米，相当于爬上了 375层楼

阿巴斯“警告说，这
样的决定必然会对和平
进程以及地区和世界的
和平、 安全与稳定造 成
危险后果”。

普遍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

今年开通 4条高铁其中 3条分布在中西部

面对日益增长的客运需求，2004 年规划建设的高
铁网，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正在成为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的一块短板。
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划司计统处处长赵长江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 我们的四纵四横主要布局在京广线的及其
以东的地区。 对于广大的西部地区来说，它的高铁路网的
布局是不足的。 2016 年全国 GDP 增速排名前十的省份，
中、西部占了 8 个，前三位都是西部省份，经济提速带来
西部地区的客运需求连年增加， 增速是东部地区的近 2
倍。 贵阳到广州的贵广高铁开通后，第一年就带动贵州省
的旅游人数增长了 17%，旅游收入增长了 20%。
他表示，我国正在加快中西部高速铁路建设，加速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
巴斯发言人纳比勒·阿
布·鲁代纳：

阿盟秘书长盖特：

西安至成都最快由 13小时缩至 3小时

翻开西部经济地理版图，重庆、成都以超过万亿元
的体量领跑，6000 多亿元体量的西安紧随其后。 西成高
铁让成都、重庆、西安这“西部黄金三角”从概念走向现
实，宣告中国西部大开发进入“城市集群发展”新阶段。
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
“
它既连接西部，又连接长江经济带，有望成为继环
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中国第四增长极。 ”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成都和西安作为我国南北丝

特朗普如果宣布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 这将是美国总统首
次作出这一表态。 消 息
传出， 立刻引发国际社
会的强烈反应。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敏感

6日 8时 22分，随着首趟动车组列车——
—西安北至成都东 D4251次列车缓缓驶出西安北站，西
安至成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千年来阻隔我国西北西南的秦岭天堑被贯通，蜀道难成为历史。西成高
铁全长 658公里，运营时速达 250公里，是我国第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对推动构建西部开发新
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网站信息，长江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国新开通的 4条高
铁线路，有 3条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别是宝（宝鸡）兰（兰州）高铁、武（武汉）九（九江）高铁和西成高
铁，显示中西部高速铁路正在加快建设，以补齐该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这块短板。

连“
西三角”

特朗普决定
引多国警告

中国外交部表示各方应谨慎行事

西成高铁开通
秦巴蜀道天堑变通途

秦岭—淮河线，中国南北地理分界。 川陕两省人民
与铁路建设者 5 年的汗水，破解千古蜀道难。
西成高铁自陕西省西安市引出,向南经陕西省安康
市、汉中市,至四川省广元市、绵阳市,在江油站与已建成
的成绵乐铁路相连,抵达成都市，全长 65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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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通 4高铁 中西部占了仨

首穿秦岭

使馆选址是否位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
争夺焦点东耶路撒冷区域。 3 名官员同
时确认， 特朗普仍致力于推进巴以和谈
进程，并准备支持“两国方案”。
据介绍，因涉及人员和安保等问题，
新使馆的建设和搬迁工作预计耗时数
年。 鉴于此，按照美国相关法律的要求，
特朗普 6 日还将签署一份延期在耶路撒
冷设立使馆的文件。

如果美国承认耶路
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中东地区将面临爆发冲
突的可能性。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由何而来
·作为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
三教 自圣地的所在地，
耶路撒冷归属是巴以和
圣地 解对话中分歧最严重的议题之一
耶路撒冷
均称 由 阿·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以
双
方
的
停
火
线
切
割
为
东
、
西两部
首都 分，以色列占领西区

法国总统马克龙：
对美国单方面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的可能性表示担忧。 耶
路撒冷的地位问题 应当
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
人的和平谈判框架下解
决， 并以建立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两国、 双方和
平相处作为目标。

·1967 年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东耶
路撒冷，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久、
不可分割的首都”。 巴勒斯坦则坚持要求把
东耶路撒冷作为巴方首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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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智、张爱林、张希霖、张春玲:我们按份共有的位于
青山区青山镇街新民街 291 号的房屋现在需要与拆迁部门
签订拆迁协议，按照《物权法》第 97 条的规定，请你们参加
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上午 9 点整召开共有人处分会议。 如
缺席，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自负。

武汉市江汉区艺丝启渡美发店遗失中国民生银
行武汉滨江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210033089101，声明
作废。
戚漫红遗失万科四季花城米兰苑 C-C1-201 购
房合同原件一份，购房发票:0073159，总金额:人民币 358696
元，特此声明。
武汉市青山区圆众豪客来牛排馆财务专用章遗
失特此声明。
武汉市兴绿园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20117000022313，声明作废。
武汉市汉阳区建筑管理站工会委员会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210013212202，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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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废。
声明
声明

房产共有人：胡则平、张永伟

武汉新舟房地产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湖北灵均律师事务所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马荐枫遗失江汉区清芬一路 16 号房产证 （江
200042652），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