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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总理
通伦。

习近平指出，中老建交55年来，两国
传统友好日益深入人心， 各领域合作全面

快速发展，硕果累累，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
切实利益，也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
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视老方为好邻居、好
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愿同老方共同推动
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携

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老要巩固双边关系良

好发展势头，拓展全面战略合作。两党两国
领导人要通过各种方式密切交往， 保持战
略沟通。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教育、文化等领

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中老传统友好。
通伦表示， 老方积极致力于加强老

中两党两国交流合作， 愿同中方密切在
国际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继续推动东
盟同中国关系深入发展。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塞拉利昂
总统科罗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决定将
中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
会成果为契机， 全面拓展和深化两国各

领域友好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塞建交45年来，双方相

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维护共同利益。中方
愿同塞方加强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军队、

地方政府等各领域人员交往。双方要深化互
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中方鼓励中国企业
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塞拉利昂基础设施建
设和矿产开发互利合作，促进塞拉利昂工业
化和自主可持续发展， 愿支持塞方发展农
业，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双方要加强人

文交往，增进彼此友谊。
科罗马表示，塞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 落实好习主席
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
的“十大合作计划”，推动塞中和非中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习近平同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举行会谈

建立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会见老挝总理通伦

携手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

� � � � 韩国总统朴槿惠就亲信崔顺
实“干政”事件发表第三次“对国民
讲话”并致歉后，在野党阵营和执
政党就朴槿惠何时下台争论不休。
同时，持续动荡的韩国政局正波及
日韩外交，让出现改善势头的日韩
关系陷入不稳定局面。

朴槿惠下台不由己
日外交又闻楚歌声

� � � �执政党新国家党内反对朴槿惠的“非朴
派”阵营1日上午表示，该阵营希望朴槿惠能
在明年4月底之前主动辞职， 并敦促她尽快
拿出有关辞职的详细计划。“非朴派”同时指
责在野党方面坚持弹劾朴槿惠，而不愿讨论
其他选项。

根据“非朴派”方面的说法，针对“总统
弹劾案”，他们仍能保证有足够多的议员投
赞成票。但目前，他们更倾向于让朴槿惠主
动辞职，而不是通过弹劾下台。

此前，新国家党多名“挺朴派”资深议
员也曾要求朴槿惠最晚于明年4月主动下
台。至此，执政党内部两大阵营已就朴槿惠
下台程序达成一致，即朴槿惠应在明年4月
离开青瓦台，明年6月举行总统选举。

执政党： 明年4月卸任
� � � �不过， 朴槿惠提出的上述方案并
未得到在野党方面接受。 根据在野党
方面的说法， 朴槿惠称自己愿听从国
会安排卸任，这只是一个“计谋”，目的
是摆脱被弹劾的命运。

针对朴槿惠下台事宜， 新国家党

前党首金武星1日说，他当天与最大在
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秋美爱举行了会
谈。金武星在会谈中表示，如果朴槿惠
决定在明年4月底前辞职，那么在野党
就应放弃弹劾案。不过，秋美爱拒绝了
这一要求，坚称朴槿惠最晚应在明年1

月下台。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公司

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全国1039
名受访者中，75.3%的人支持弹劾案。与
朴槿惠第三次讲话前相比，这一数字减
少了4.2个百分点。 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支持弹劾案的民众有所减少，其中一个
原因可能是他们担忧总统被弹劾会导
致国政混乱。

在野党： 继续推进弹劾

� � � � 据新华社维也纳11月30日电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11月30日在维也纳会议上决定将原油日产量减少120万桶。
这是该组织2008年以来首次决定减产。

欧佩克当天经过约7小时的会议后宣布，该组织决定将原
油日产量减少120万桶，并将原油日产量限额定为3250万桶。
减产决定将自2017年1月1日开始执行。 这是8年来欧佩克首
次做出减产决定， 以应对2014年以来油价持续低迷的局面。
欧佩克做出减产决定后，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上涨。

欧佩克8年来首次决定减产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29 9 5 1
排列 5 16329 9 5 1 0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朴槿惠29日宣布愿意有条件提前
下台，这给日本政府造成不小冲击。共
同社称之为“日本政府的严重误算”。

日韩23日刚刚签署《日韩军事情报
保护协定》，该协定在今年10月底重启谈
判之日起便遭到韩国在野党和舆论的强

烈抗议， 在朴槿惠政权强力推动下才仓
促得以实现。可以想见，若朴槿惠辞职，
不排除韩国国内会出现要求协定无效的
意见。“希望不会给协定执行带来影响”，
日媒援引一名日本外务省干部的话说。

另一个在日韩领导人主导和推动下

实现的事项也面临变数。根据日韩去年12
月底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一致，日本已
经向韩国支付了10亿日元具有道歉赔偿
性质的“治愈金”，但日本政府提出的移走
日本驻韩大使馆前“慰安妇”像的要求，却
迟迟未有落实。与此同时，韩国国内反对
声有增无减，日本政府官员甚至认为日韩
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有可能破
产”。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政府： 对韩严重误算

特朗普提名两部长反响热烈
� � �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1月30日正式提名前高盛
集团合伙人史蒂文·努钦担任财政部长， 提名亿万富翁威尔
伯·罗斯担任商务部长。媒体报道称，他还有意提名高盛集团
现首席运营官加里·科恩担任白宫预算局局长。

华尔街对这一系列“利好消息”反响热烈。但也有人担心，
来自极小部分富有阶层的人正在“接管政府”。

商界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约翰·恩
格勒称， 特朗普正在组建一个成员曾取得非凡经济成就的经
济团队，这说明特朗普“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有深刻认识”。

选战中，特朗普批评希拉里与华尔街走得过近，他自己还
曾在电视广告中批评包括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芬
在内的政商精英圈，称这个圈子是自己面临的挑战。然而胜选
后，特朗普却提拔了数名华尔街“局内人”，包括任命曾在高盛工作
过的史蒂夫·班农为首席策略师和高级顾问，以及任命同样曾在高
盛工作、并曾担任对冲基金高管的安东尼·斯卡拉穆奇为总统班子
成员。以上种种，让不少人心生质疑。捍卫公众利益组织负责人罗
伯特·韦斯曼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美国政府被来自企业阶层顶尖
一小部分人接管的过程。”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 据新华社曼谷12月1日电 泰国新国王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
12月1日晚在律实宫正式登基。

哇集拉隆功当天在大皇宫主持了普密蓬先王逝世50天的国
丧赠经法会后，在律实宫赐见临时摄政王炳廷素拉暖上将、政府
总理巴育、立法议会主席蓬贝及最高法院院长威拉蓬。在诸位官
员见证下，哇集拉隆功正式登基成为拉玛十世。

哇集拉隆功生于1952年7月28日，现年64岁。他是普密蓬
国王和诗丽吉王后唯一的儿子。1972年12月28日， 他被确立
为第一王位继承人。

泰国新国王拉玛十世登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