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按特朗普的设想，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塞申斯将
执掌司法部。

塞申斯1995年至1997年任亚拉巴马州司法部
长， 此前12年出任亚拉巴马州南区联邦检察官，
1997年当选参议员。

在总统选举期间，塞申斯是早期支持特朗普的
共和党人士之一，而且支持收紧移民政策。法新社

分析，提名塞申斯为司法部长预示着特朗普将把其
竞选期间倡导的移民政策付诸实施。

不过，法新社解读，塞申斯以往带有种族歧视
意味的言论恐怕会阻碍他的提名通过参议院审核。

1986年， 塞申斯曾公开批评一名知名白人律
师，称后者为非洲裔美国人辩护是对“他所属种族
的羞辱”。

� � � �特朗普18日还提名“鹰派” 众议员蓬佩奥出任中情
局局长。 蓬佩奥2010年当选堪萨斯州联邦众议员， 如
今身兼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能源和商务委员会成员。

他曾严厉批评贝拉克·奥巴马政府的诸多政

策， 包括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及关闭美军古巴关
塔那摩监狱。 蓬佩奥还曾与他人合写报告， 炮轰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
领事馆遇袭一事处理不当。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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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今年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领导人会议以“高质量增长和人类
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增长”契合中国一直
以来力推的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协调发展的
包容性增长目标，而促进“人类发展”则是倡
导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

APEC会议是亚太框架下推动区域贸
易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力推的亚太
自贸区进程，在2014年北京会议上正式启

动，而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有望
在本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亚太地区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
的60%， 贸易总量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46%，因此，亚太地区的发展对保持全球贸
易和商业持续且包容性增长至关重要。在
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首次把“包容增长 ”提升
为更高层次的全球共识。而中国在这方面

已经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正以负责任的
“建设者”姿态践行“中国思路”。

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自身发展方面，中
国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减贫、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和推
动中小企业发展，都是努力促进公平和包容
性增长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南
南合作、双多边经济金融合作，一直积极致
力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传授劳动技

能、提升就业水平方面作出很多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

此前呼吁，各国需采取措施，使全球经济
增长更具包容性。IMF的报告显示，中国经
济发展稳定，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
增长方面作出了表率。

本次APEC会议愿景， 与G20杭州峰会
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
济”可谓一脉相承。而“中国理念”与“中国智
慧” 广受赞誉， 契合了本次APEC会议的愿
景，将为实现全球包容性增长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中国力推全球包容性增长契合APEC愿景

习近平抵达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 � � � 弗林即将年满58岁， 是退
役三星将军， 曾任美国国防情
报局局长。

弗林公开强调美国应更加
积极地参与打击“伊斯兰国”行
动并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他
据信还支持美国政府向土耳其
引渡土耳其“7·15”未遂政变疑

似主使、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
尽管针对弗林的提名无需经

由国会批准，但有媒体报道，在帮
助特朗普竞选期间，弗林还受雇于
咨询公司、帮他国政府游说美国政
府。对此，弗林表态，一旦正式出任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将切断
与咨询公司的往来。

� � �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8日公布了新政府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名单， 提名美军退役
将军迈克尔·弗林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 众
议员迈克·蓬佩奥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除对弗林的提名外， 其他两人的提名均需经过
国会参议院批准才能生效。

特朗普敲定安全团队

情报高官任安全顾问

保守派执掌司法部

鹰派领导中情局

� � � � 韩国总统朴槿惠18日没有理会检方发出的
“最后通牒”， 而是在沉寂一个多星期后首次正式
露面， 重新行使总统职权。 韩联社评论， 虽然在
野党要求朴槿惠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她似乎
正在加快返回 “常态” 的步伐。

� � � �朴槿惠亲信崔顺实“干政”事
件曝光后， 检方要求朴槿惠最晚
在18日接受“面对面”问询。不过，
朴槿惠的辩护律师表示， 由于他
需要更多准备时间， 因此总统接
受问询时间将推迟至下周。

在检方的“最后通牒日”，朴
槿惠未去接受问询，而是选择重新
行使总统职权。这是最近一个多星

期以来， 朴槿惠首次正式露面。她
当天授予5名新大使国书，还向11
名高级官员发了任命书。

韩联社评论说，“闺蜜门”事件
曝光后， 朴槿惠一直保持低调，总
统职权也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
使一些人担忧，韩国政局可能出现
“行政真空”。但最近一周，朴槿惠
似乎加快了返回“常态”的步伐。

朴槿惠重掌国政不理“最后通牒”

加速返回“常态”

� � � � 谈及朴槿惠重掌国政，她
的一名助手说：“总统认为，她
身为国家元首应当行使职责。
从这点出发， 她正在考虑出席
内阁会议。”根据这名助手的说
法， 朴槿惠可能在22日的内阁
会议上再次就“闺蜜门”事件表
示歉意， 同时再次承诺全力配
合检方调查以及独立检察组即
将发起的调查。

不过，朴槿惠返回“常态”的
道路或将遇到重重阻碍。 检方18
日暗示，在对崔顺实提起诉讼后，

不排除起诉朴槿惠的可能性。韩
联社说，如果朴槿惠遭检方起诉，
反对她的政界人士可能以此为
由，启动弹劾总统的程序。

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
18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
示， 韩国民众对朴槿惠的支持
率仍为5%，已连续三周保持着
这一史上最低值。同时，执政党
新国家党支持率下滑至
15%，创朴槿惠上台以来
的最低水平。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检方有意起诉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
悉，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实施分离
前，航天员成功将天宫二号舱内空间应用系统综合材料
制备实验的两批次（共十二支）实验样品、高等植物培养
实验的返回单元转移到了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中。

11月18日13时59分， 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顺利
降落主着陆场，综合材料实验样品、高等植物培养实验
返回单元随返回舱完好回收， 于当天19时许返回北京，
在机场交付空间应用系统并顺利运抵中科院，空间应用
系统总体与相关实验人员进行了实验样品基本状态的
检查，确认返回样品完好后，顺利交接相关实验科学家。

天宫二号舱内空间应用系统
部分实验装置与样品回收

� � � � 11月19日， 一架在二战时期服役的C-47运输机
成功降落在桂林两江机场，标志着这架由美国飞虎队
历史委员会募捐购买的飞机完成了重飞驼峰航线的目
标，并将永久陈列在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图为当
日，C-47运输机抵达桂林两江机场。 新华社发

二战C-47运输机
永久陈列桂林

� � � �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由全球环境保护团体组成的
“气候行动网络”17日在摩洛哥再次将“化石奖”颁给
了日本， 以批评日本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的不作
为，激励其付出更多努力。

日本环境大臣山本公一正在摩洛哥城市马拉喀
什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他就获奖发表感想时
称，“虽然很遗憾，但是有心理准备”。

日本《朝日新闻》指出，日本是“化石奖”的常客。
“气候行动网络”指出，日本正计划新建50座煤炭

火力发电站，日本还在印度尼西亚对民众反对的煤炭
火力发电项目进行投资。这些有悖于减排的举动使日
本再次领走“化石奖”。

减排不力

日本再获“化石奖”

� � � � 据新华社堪培拉11月19日电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
馆18日透露， 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已于近
日签署法令，对该国《1994移民法》进行修订。根据修
订后的法律，澳方将对中国公民实行10年多次“常旅
客签证”。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对外国公民发10年多次
签证，现阶段只对中国公民实施。

根据新法令，持该签证者可在10年有效期内多次
入出境，每次最多可在澳停留90天。

澳大利亚首次对外发10年签证

现阶段只对中国公民

并对秘鲁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 � � � 据新华社利马11月18日电 当地时间
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利马，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并对秘鲁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晚上6时20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抵达利马空军基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受到秘鲁副总统阿劳斯等热情迎接。礼兵
在红地毯两侧列队。

习近平指出，秘鲁是拉美重要国家，拥有
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中秘两国人民传统友
谊深厚。建交45年来，中秘始终坚持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原则，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当前，
中秘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合作前景广阔。我期
待着同秘鲁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秘鲁是习近平此次出访的第二站。
习近平还将对智利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基多11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8日在基多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
亚共同出席中方援建的厄瓜多尔公共安
全应急指挥中心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乔
内医院奠基、 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竣
工发电视频连线活动。

习近平抵达公共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时，
科雷亚在门口迎接。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中方
支援厄瓜多尔抗震救灾图片展，并为厄瓜多
尔公共安全应急指挥中心联合实验室揭牌。
两国元首观看介绍乔内医院和辛克雷水电
站的视频，并同项目现场人员连线互动。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中厄友谊源远流
长。近年来，双边友好关系实现了全面发展，
并刚刚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当前，中
国和厄瓜多尔深化互利共赢合作恰逢其时。
中方愿同厄方深化合作、携手发展，共同谱
写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厄瓜多尔公共安全应急指
挥系统升级、乔内医院重建、辛克雷水电站

落成，必将有效提升厄瓜多尔防灾抗灾能力
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4·16”强震给厄瓜多
尔灾区民众带来沉重灾难和痛苦，中国政府
和人民心系灾区、感同身受，第一时间提供
各类紧急援助。 灾后重建工作是当务之急。
中方将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科雷亚表示，厄方衷心感谢中方对厄
瓜多尔灾后重建和国家发展的支持，愿深
化同中方互利合作。

随后，两国领导人共同前往厄瓜多尔
公共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大厅，听取厄方政
府官员介绍，观看中心同地震灾区波多维

耶霍指挥中心连线。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
向当地员工致以亲切问候，向地震灾害中
获救者表达慰问和祝福。

据新华社基多11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8日在基多会见厄瓜多尔国民代
表大会主席里瓦德内拉。

� � � �当地时间11月1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利马，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秘鲁副总统阿劳斯等热情迎接。 新华社发

朴槿惠

� � � �据新华社利雅得11月19日电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
国联军19日宣布，从当天中午12时起，在也门实施人道主
义停火48小时。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多国联军在一份声明中说，也门总统哈迪致信沙
特国王萨勒曼，要求联军在也门停火48小时，以便向
被围困的也门城市输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本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沙特领导的多
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于17日起暂停敌对行动。
此后，也门胡塞武装及其同盟、前总统萨利赫领导的
全国人民大会党17日宣布，他们接受美方提出的解决
也门问题路线图中关于停火和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
但前提是多国联军和也门政府也履行停火。

多国联军宣布
在也门停火48小时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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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天津11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我国高性
能计算领军企业中科曙光获悉，“曙光E级高性能计算
机原型系统”目前已经进入研制阶段，将采用全新的
液冷技术降低系统能耗。

E级超算是指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的超
级计算机，被全世界公认为“超级计算机界的下一顶
皇冠”，它将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危机、污染和
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发挥巨大作用。

“曙光E级高性能计算机原型系统将在体系结构、计
算、存储、网络、系统软件、系统冷却和可靠性等方面对未来
E级超算的建设进行有益探索。”中科曙光总裁历军说。

中科曙光高性能产品事业部总经理曹振南介绍说，
像E级计算这样的超大规模计算系统，系统功耗将会非常
高，需要实现极低的PUE（数据中心消耗的所有能源与IT
负载消耗的能源之比）值来降低系统能耗。

采用全新技术降耗

我国研制
百亿亿次超算原型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