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

动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此举终结了美历任总

统在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上持有的中立立场，美国政府首次在触及巴以核

心矛盾的问题上公开力挺以色列。

特朗普的表态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担忧。分析人士指出，特

朗普的做法将严重阻碍巴以和平进程，并将给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带来

更多不稳定性。

特朗普惊人表态
在当天的电视讲话中，特朗普说，作

出这一决定是“对现实的承认”，也符合
美国利益。他同时表示，已责令国务院
开始准备使馆搬迁工作。特朗普还说，
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巴以和谈进程，
并支持由巴以双方认可的“两国方案”。

自以色列建国至今，特朗普是首位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美国总
统。他的迁馆决定也一改此前多任总统
维持美驻以使馆设在特拉维夫的“惯
例”。

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耶路撒冷使
馆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要求政府于 1999 年 5 月 31 日前在耶路
撒冷设立美国使馆，但允许总统出于国
家安全利益考虑推迟该期限，并须每６
个月向国会通报一次。该法案出台后，
多任美国总统均不断推迟在耶路撒冷设
立美国使馆的期限。

事实上，去年竞选总统时特朗普就
承诺，一旦当选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并会推动将美国
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他上任后也多
次公开表示，迁馆“从来不是会否实施的

问题，而是何时实施的问题”。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东问题专家

阿伦·戴维·米勒认为，特朗普选择在此
时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可
能是因为他想兑现竞选承诺，也可能是
他想尝试些“前任总统没做过的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孙德刚认为，当前针对特朗普政府的“通
俄门”调查升级，特朗普此举有转移舆论
焦点的考虑。为赢得国内保守主义人
士、亲犹太团体等势力的支持，特朗普

“铤而走险”。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特朗普宣布相关决定后，除了以色

列表示欢迎，国际社会普遍表示严重关
切和反对。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声明说，
特朗普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永远
不会给予以色列将耶路撒冷据为其首
都任何合法依据。美国政府这一决定
是对所有为实现和平而付出的努力的

“蓄意破坏”，标志着美国已完全放弃其
过去数十年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所扮演
的角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反对
任何可能危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前
景的单边措施。他强调，耶路撒冷地位
问题必须由巴以双方在照顾到各自正当
关切的前提下，依据安理会和联大相关
决议，通过直接谈判解决。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
里尼发表声明，对特朗普的决定以及此
举对和平前景可能造成的影响表示“严
重关切”。她重申，欧盟支持“两国方
案”，这一立场保持不变。

伊朗外交部和埃及外交部均发表声
明，谴责美国的决定。土耳其外长恰武
什奥卢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不负责任
的”。

中东动荡或加剧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举动不仅会

给美国招来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怒火，对巴
以问题和整个中东局势也是火上浇油。

耶路撒冷问题是阻碍巴以和平进程
的主要症结之一。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说，特朗普
此举改变了此前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相对
中立的态度，明确倾向以色列无疑将刺
激巴勒斯坦一方，未来会令巴以和谈进
程更加艰难。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丹·马哈菲认为，特朗普政府或许认为当
前的巴以问题局面是“一潭死水”，希望
通过迁馆的举动搅动局势。这种做法将
会惹怒阿拉伯世界，并可能引发中东地
区出现更多暴乱。

孙德刚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将给地
区带来深刻影响。首先，巴勒斯坦问题
恐将重新成为中东热点问题的重中之
重；其次，中东极端势力可能会趁机坐
大；第三，沙特、阿联酋、约旦、土耳其等
中东国家政府将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
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不排除土耳其与
以色列断交的可能性。

耶路撒冷问题 特朗普要玩哪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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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2月7日从工信部获悉，目前
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工作已经启
动，重点是面向商用前的产品研发、验
证和产业协同。预计明年6月有望出台
5G商用或接近商用产品。

全球 5G 浪潮兴起，中国技术达到
什么水平？如何抢占高点，助力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

我国5G行进至哪个阶段？
某种程度上，网络的质量和速度决定

着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5G被认
为是未来关键网络的基础设施，已成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制高点。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了
5G战略规划，我国也不例外。工信部信
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介绍，我国在
2013 年初成立了产学研用的 5G 推进
组，去年年初开始启动了技术研发实
验。考虑到移动通信产业的全球漫游
和互联互通特性，我国一直致力于推动
全球的统一标准。目前5G标准和研发
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进展来看，我国在去年9 月完成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验证了 5G 单点关
键技术的可行性。今年9月，在第一阶
段的基础上发布了第二阶段无线部分
测试结果，各厂商的 5G 技术集成方案
可以满足关键指标，当前已启动第三阶

段试验，重点面向商用。
“在这期间，将加快外场的网络建

设，重点开展预商用的单站、组网性能、
网络规划等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联互通
测试，使整个产业具备商用的能力。”闻
库说，目前，我国在北京怀柔规划了30
个站规模的5G外厂建设，华为等5家系
统厂商共完成了 15 个站的建设工作，
加速产业链的合作与技术的成熟。

5G技术和标准达到什么水平？
3G跟跑、4G并跑的中国，正努力在

即将到来的5G时代实现领跑。在刚刚
闭幕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华为
3GPP 5G 预商用系统获组委会颁发的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奖”。
华为轮值CEO徐直军说，该系统基

于统一标准和规范，融合多项核心技
术，是目前业界唯一的端到端 5G 预商
用系统。华为也将于 2018 年推出面向
规模商用的全套 5G 网络设备解决方
案，于 2019 年推出支持 5G 的麒麟芯片
和智能手机。

5G是在4G基础上，把人的连接拓
展为物的连接。连接的前提是标准的
统一。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和领军企业
都在争取标准制定的主动权。就在此
前，华为新波形、新编码等基础核心技
术被国际组织采纳为全球统一标准，并

宣布加入欧洲 5G 架构研究联盟，主导
5G网络切片从标准到技术、商用等端到
端产业链的构建。

“无论运营商还是设备制造商、终
端厂商，我国在全球市场上都占据相应
地位，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是整体的领
先，而非单个环节。”华为 5G 产品线总
裁杨超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 5G 领
域，中国在整个产业环节上占据优势，
很有可能实现引领。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认为，我国全
面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系统推进研发试
验，推动构建全球产业生态，在技术和
标准上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未来还
将深化应用，促进5G与各项技术、领域
的融合创新发展。

5G将带来哪些新体验？
每一代信息技术都将产生巨大的

红利。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将如何改
变你我生活？

首先，5G意味着网络速度和质量的
跨越式提升。杨超斌说，以3GPP 5G的
第一个标准为例，用户可感受到的速度
将提升 10 倍，时延也会缩短 10 倍。比
如，下载6GB的高清电影只需不到2秒
钟。“可大幅度提升整个用户体验，降低
运营商建网的成本。”

速度起来了，应用和体验也随之展
开。智能驾驶、智慧医疗等新技术新应
用加速落地，越来越多的无人工厂诞生，
物联网在多个领域规模化应用，城市建
设、社会管理也因新技术而变得智能。

工信部副部长罗文认为，5G将加速
许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移动数据流量
在未来数年内将呈井喷式增长，有力支
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同时，拥有巨大
场景和市场的中国，有望借力 5G 在前
沿领域实现领跑。

“信息技术正在颠覆我们的认知，
打破我们的常识。改变的速度会越来
越快。”罗文说，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5G商用渐近，你准备好了吗

记者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上
海女子倪某通过“买对网”“eBay网”等海淘
网站从境外购买二手包、饰品等，再通过自
己的网店向他人销售，其中大部分商品未
申报纳税。12 月 5 日，倪某因涉嫌犯走私
普通货物罪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检方认为，被告人倪某多次走私普通
货物，偷逃应缴纳税额累计 408610.78 元，
其行为触犯刑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本案未当庭宣判。

“海淘”代购涉嫌走私
网店女店主被起诉

英国“深度思维”公司最新发布的论文
说，该公司一种通用棋类人工智能“阿尔法
零”能从零基础开始强化学习，24 小时之
内击败了此前最强的国际象棋、日本将棋
和围棋人工智能程序，由此前专攻一项技
能走向多种技能“通杀”。

“深度思维”公司在最新论文中透露，
“阿尔法零”从零开始，通过自我对弈强化
学习，约2小时击败日本将棋顶级人工智
能程序，4 小时击败国际象棋顶级人工智
能程序，8 小时击败战胜韩国棋手李世石
的“阿尔法围棋－李”，并在24小时内战胜
了通过 72 小时自我学习训练称王围棋的

“阿尔法围棋-零”。

人工智能再进化
一日“通杀”３种棋

美国《时代》周刊 12 月６日公布，“打
破沉默者”被评为该杂志2017年度人物。

据《时代》周刊定义，“打破沉默者”是
由今年敢于站出来控诉权贵人士性骚扰或
性侵的人构成的群体，其中大多数为女性。

《时代》周刊主编爱德华·费尔森塔尔
说，“打破沉默者”之所以被评为年度人物，
是因为这一群体敢于就公开的秘密发声、
把话题从暗处引向明处、鼓励大家不再忍
气吞声。

自1927年起，《时代》周刊每年把编辑
部认为对当年新闻事件影响最大的人或群
体评选为年度人物。

“打破沉默者”获评
《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6日表示，俄罗斯
不会妨碍本国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加明年
的平昌冬奥会。

普京表示，俄方现在正在研究国际奥
委会的相关决定。他认为，俄罗斯运动员确
实在兴奋剂问题上犯下了错误，但国际奥委
会的相关做法也有失公平，在处理相关问题
上不应采取在各项国际法规中都没有规定
的“集体负责制”原则。

普京说，俄方目前不清楚该如何组织
团体项目的比赛，例如队员使用何种标志
等。同时，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将伴随出现。

国际奥委会5日宣布，因俄罗斯“系统
性操纵反兴奋剂工作”，禁止该国代表团参
加将于明年2月在韩国平昌举办的冬奥会，
但符合条件的运动员仍可以“来自俄罗斯的
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名义参赛。

俄不会妨碍运动员以
中立身份参加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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