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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感感激激，，也也不不能能把把领领土土送送人人啊啊
埃及宣布将红海两岛屿主权转让沙特，老百姓怒了

悉尼5个“8”公寓

以88万澳元成交

本报讯 数字8与发财的“发”
谐音，被众多中国人视作幸运数字。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市的一间公寓
因地址里含有5个“8”，引来中国买
家的疯狂竞价，但最终仍未敌过更
加财大气粗的英国买家，只能“望房
兴叹”。

据澳大利亚媒体11日报道，在
悉尼海港富人区莫斯曼，有一间堪
称“悉尼最幸运房屋”的公寓，原因
在于这间公寓的地址———“悉尼市
莫斯曼区（2088）布雷德利赫德路 8/88

号”——— 里含有 5 个幸运数字“8”。或
许是为了给这间公寓再添一点幸运意
味，房屋拍卖机构将其售价定在80万
澳元至88万澳元之间。这一策略显然
奏效了：“悉尼最幸运房屋”引发买家
竞价战，在推出市场仅仅一周后就以
88万澳元的价格售出。

房产经纪人乔琪·诺斯表示，价
格指导区间和实际售价都包含多个

“8”，这纯粹是个巧合，但不可否认
的是这间“幸运的”两房公寓在市场
激起大范围的积极反应，虽然公寓
最终被一对喜欢房屋装修风格和地
段、看好房屋升值潜力的英国情侣
收入囊中，但在竞价过程中有众多
中国买家参与。

据诺斯介绍，这间公寓位于莫
斯曼区最繁华的街区之一，建筑面
积90平方米，装修简约、家具齐备，
步行前往海滩仅需几分钟，“不论是
投资者还是自住者，此种类型的房
产总是会引来众多潜在买家的兴
趣，而中国买家对这种带幸运数字
的公寓尤感兴趣”。 据中国日报

迪拜斥资10亿美元

要建新“世界第一高”

据新华社4月11日电 没有最
高，只有更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迪拜打算再建一座高塔，超过同样
位于当地的现今世界最高建筑哈利
法塔。

这座塔仍将由哈利法塔的建造
商、阿联酋艾马尔房地产公司建造。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穆罕默德·阿拉
巴尔１０日说，新塔预计耗资大约
１０亿美元，将在２０２０年迪拜举行
世界博览会前落成，作为给博览会
的“献礼”。

阿拉巴尔说，新塔将比８２８米
高的哈利法塔高“一个等级”。不过，
他拒绝披露具体数字，要到建成时
才揭晓。

观光塔的设计师是拥有西班牙
和瑞士双重国籍的著名建筑师圣地
亚哥·卡拉特拉瓦。据他介绍，建筑
内部将种植绿树草坪，建造类似巴
比伦空中花园的观景平台，还有豪
华酒店、餐厅以及能绕塔旋转的玻
璃阳台。他表示，这座观光塔将是迄
今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次挑战，希望
能成为迪拜和世界的又一座里程碑
式的地标建筑。

阿联酋的邻国沙特阿拉伯正在
建造摩天大厦王国塔，设计高度超
过１０００米，建成后将超过哈利法
塔，成为世界最高建筑。不清楚迪拜
新塔的高度是否能盖过王国塔。

拖拖了了五五年年，，达达尔尔富富尔尔开开始始公公投投
将决定维持五州还是合为大区

综合新华社消息 １１日，
为期３天的行政公投在饱受战
乱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开始，
公投将决定是否将该地区当
前５个州合并为一个大行政
区。这是该地区自２００３年发生
严重动乱以来在整个地区首
次就其行政地位举行公投，是
苏丹政府通过与反政府武装
的谈判一时难以实现全面和
平的情况下另辟蹊径、通过寻
求民意支持来实现达区稳定
与和平的举措。

当地时间８时３０分，达尔
富尔５个州１４００个投票站同时
向选民开放。据达尔富尔行政
全民投票委员会此前公布的
数据，共有３５０多万人完成了
选民登记。

此次公投关乎达尔富尔
地区今后的行政划分。根据苏
丹政府拟定的公投方案，如果
达尔富尔民众投票支持５个州
合并，将在该地区成立一个高
度自治的宪法委员会，行使对
达尔富尔地区的统一行政权
力；如果民众不支持合并，那
么将维持目前５个州的行政划
分，而现有管理该地区的过渡
权力机构将被解散。

来自非盟等３１个国际和
地区组织的人员监督本次投

票。对于当前达尔富尔地区政
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冲突加剧
的态势，苏丹政府表示将采取
多项措施，确保公投安全平稳
进行。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
西部，面积５０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６００多万。２００３年２月起，
政府军、当地反政府武装及不
同部落之间不断爆发武装冲
突，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上百
万人流离失所。举行这次公投
的背景是，达尔富尔和平进程
暂时看不到尽头，达区经济重
建工作停滞不前，美国等西方

国家又迟迟不肯解除对苏丹
的制裁。

达区爆发严重动乱之初，
当地只有两支主要反政府武
装。后来随着乱局日重、外部
势力染指，反政府武装越来越
多，他们的主张和要求不尽相
同。因此，苏丹政府在和平进
程中经常面临两难抉择：如果
它与参加和谈的反政府武装
签署和平协议，由于对方不能
代表所有反政府武装，和平协
议将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如果
苏丹政府拒绝签署和平协议，
就会被有些西方国家扣上“反

和平”的帽子。
再者，少数西方国家还围

绕达尔富尔问题大做文章，以
涉嫌在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
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通过国
际刑事法院法官对苏丹总统
巴希尔发出逮捕令。在苏丹政
府同意南苏丹独立之后，少数
西方国家又拒绝兑现承诺，取
消对苏丹实施多年的制裁，并
以达尔富尔问题为由继续实
施这些制裁。

本次公投在２０１１年７月
苏丹政府与反对派“解放与公
正运动”在卡塔尔签署的和平
协议中已经确定。但因地区冲
突频发等原因，公投被拖延５
年之久。去年底，苏丹总统巴
希尔宣布将于２０１６年举行公
投，履行这项和平协议。

分析人士认为，本次公投
对苏丹政府具有积极意义。如
果选民踊跃投票，就表明选民
支持苏丹政府，将在一定程度
上使反政府武装被边缘化；如
果公投顺利举行，也将证明苏
丹政府已经对该地区实施了有
效管控，达区在总体上实现稳
定；如果公投结果进一步得到
落实，将改善苏丹政府的国际
形象，有利于其获得国际帮助，
并要求西方国家取消制裁。

还岛还是卖地？

埃及内阁9日宣布将向沙
特转移亚喀巴湾湾口两座无
人岛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的
主权，并解释称这只是两岛回
归沙特。此次转让尚有待埃及
议会批准。由于担心被以色列
占领，沙特曾于1950年将两座
岛屿转让给埃及。

蒂朗岛面积80平方公里，
塞纳菲尔岛面积33平方公里，
由于两座岛屿扼守亚喀巴湾
进入红海的通道，地理位置十
分重要，因而其归属受到外界
密切关注。沙特和埃及计划修
建连接两国的横跨红海大桥，
实际上也要越过蒂朗岛。

埃及政府官员称，两座岛
屿离埃及和沙特海岸线均不
超过5英里，是两国为期6年的
海洋边界谈判的产物。两岛的
价值主要在战略层面，无人居
住。作为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
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只有少许
士兵（一般是美国人）驻扎在
蒂朗岛。

对于数十年来一直将两

岛视为国土的埃及人而言，此
举显然不可接受，社交媒体上
有关埃及总统塞西是否“丧权
辱国”的争论铺天盖地。

一些埃及人将让岛协议
视为国家衰弱的标志，称埃及
实质上是在卖岛。埃及知名讽
刺作家巴塞姆·优素福在推特
暗讽称，塞西像拍卖一样把岛
屿卖给了最高的出价者。有人
称，放弃岛屿主权有损塞西的
合法性，甚至可能违反宪法。

出让领土违宪

在埃及，向外国人出让领
土是很敏感的事情。批评人士
此前指责埃及前总统穆罕默
德·穆尔西2013年图谋将西奈
半岛的部分让给巴勒斯坦组
织哈马斯。而塞西接管政权
后，曾在宪法中明确写入禁止
割让埃及领土的条款。

俄克拉何马大学中东研
究助理教授萨默尔·谢哈塔
称，且不说法律情形，此举的
影响很糟糕，“萨勒曼来了埃
及，承诺给予大量援助和投
资，与此相应，这些岛屿的主

权被转让。在许多埃及人看
来 ，总 统 是 把 岛 卖 给 了 沙
特。”

埃及《金字塔报》11日称，
向沙特让出岛屿在埃及引发

“巨大的争议和疑惑”。埃及
政党高官和民众纷纷对有关
决定表示质疑，认为这两座岛
屿应是埃及所有。也有埃及人
批评谈判过程“不透明”。埃
及解放广场还爆发了小规模
示威。埃及内政部官员称，至
少有5人在10日的示威活动中
被捕。

有些沙特人则借机“幸灾
乐祸”。一名沙特脸书用户称，

“现在我打算去我国北部岛屿
蒂朗和塞纳菲尔观光”，还配
发了几张田园风景照。

空岛套投资？

近来，由于处理不景气的
经济和意大利学者拉加尼在
埃及遇害事件不力，塞西饱受
批评，这次让岛风波更是令其
处于风口浪尖。不过，对塞西
而言，失去两岛的潜在外交收
获并非得不偿失。

在塞西与萨勒曼的这次
会谈中，双方签订多份投资协
议以及备忘录，包括沙特将在
西奈半岛南部创办一所大学、
建造发电站和多栋建筑等。一
名埃及官员透露，沙特国王访
埃期间，双方达成的投资协议
总额将超过１７亿美元。有埃及
官员认为，确定两座岛屿的归
属将使埃及与沙特分享红海
的商业利益。沙特现在是埃及
经济的重要支持力量，包括沙
特在内的海湾三国此前承诺
向埃及提供共计120亿美元的
投资和援助。

埃及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局势
动荡，经济遭受重挫，严重依
赖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科威特等国的经济援助。自
2013年以来，沙特向埃及至少
注资120亿美元，支撑了该国
萎靡不振的经济。近几个月
里，两国关系很紧张，沙特对
埃及不愿追随其介入也门和
叙利亚感到恼火。纽约世纪基
金会高级研究员汉纳称，转让
岛屿显示塞西视埃沙关系为
有待修复的围栏。

据中国日报、中新社等

于洋遗失高校教师资格证，编号
20083700071002092，声明作废。

沙特国王萨勒曼7日
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进行
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允
诺给予埃及大量援助和
投资。不过，这次沙特换
回的可不是空头支票和
礼貌的“谢谢”，萨勒曼11
日 将 带 着 实 质 性 的 收
获——— 红海的两座岛屿
回国。

埃及

沙特阿拉伯

塞纳菲尔岛

蒂朗岛
蒂朗岛和塞纳菲尔

岛地处红海，距离埃及和沙
特都很近。

11日，选民在北达尔富尔州的一个投票站排队投票。 新华/法新

真是“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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