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印度媒体报道， 美国已经同意
向印度出售美国航母才装备不久的电
磁弹射器。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
同意出售顶尖航母装备， 意在拉拢印
度，强化自身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印度增强对美军事技术依赖
相对于传统弹射器， 电磁弹射器

的弹射力调节幅度更大，控制更精准，
适用于不同重量的飞机， 使得航母可
以搭载更多类型的飞机。 电磁弹射器
率先装备在今年7月正式服役的美国

“福特”号航空母舰上。
军事评论员马尧说：“相较于蒸汽

弹射器，电磁弹射器在体积、重量、功
耗、可靠性、弹射效率、运维成本等方
面，均达到了新的高度，将弹射器性能
发挥到了极致。”此外，电磁弹射器从
关闭状态到待用只需15分钟。

马尧说，航空母舰是远洋海军的核
心装备，本身具备战略意义，而电磁弹射
器又是领先世界的高科技产品， 美国此
番同意向印度提供电磁弹射器，“溢出效

应超出军事领域， 正在向地缘政治领域
蔓延”。他认为，美国向印度提供军事装
备是一种控制和拉拢的手段。

《印度时报》等印度媒体日前报道
称， 印度计划在下一艘国产航母上装备
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电磁弹射
器。 印度海军目前拥有一艘正在服役的
航母， 即由俄罗斯“戈尔什科夫海军上
将”号改造的“超日王”号，另有一艘国产
航母“维克兰特”号尚未完工。马尧认为，
印度工业配套、 技术能力都不足以维持
电磁弹射器等先进装备的正常运转，难
免陷入对美国持续技术支持的依赖，导
致美国对印度军方影响力加强。

美国在南亚寻求存在感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近期在美印

军事合作方面表现积极，频频出招，希
望借此增强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早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
期， 印度就已提出购买电磁弹射器的
要求，却迟迟未能如愿。美国总统特朗
普上台以后，更加重视美印关系，并于
8月公布美国新南亚政策，将与印度进
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视其为美国

南亚战略的关键。
9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作为特朗

普政府首位阁员访问印度， 推销具备较
强海洋监视能力的“海上卫士”无人机，
并寻求与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

在马蒂斯访印期间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说，印美
防务合作近年来显著增加， 已经成为双
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支柱。

今年， 美国已批准售印 22架
MQ-9B“天空守护者”无人机，并允许
印度引进美制F-16战机及生产线。

过去十年里， 印度向美国购买了共
计15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双方有望签署
新的战斗机大单。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计划在印度建设生产线， 前提
是印度购买总价大约150亿美元的战机。

然而， 印度却并不希望在军事安
全合作中过于依赖美方。西塔拉曼9月
宣誓就职时说， 她的重要目标是实现
国防部门的“印度制造”。“印度制造”
是印度总理莫迪主推的政策之一，希
望能在印度本土制造战斗机、潜艇等，
减少对外国军事装备的依赖。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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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为了依法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更大程度激发市场、社会
的创造活力， 国务院对取消行政审批项
目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 决定对

15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修
改的内容主要包括：

在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方面， 通过修
改《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气象灾害防御
条例》等15部行政法规的35个条款，取消
了临时导游证、 防雷单位资质许可等20
项由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

在加强后续监管方面， 按照“放管

服”改革的要求，强化了有关部门对行政
审批项目取消后从事相关活动的监管。
一是增设了从事有关活动需具备的条
件。比如，取消重大动物疫病病料采集审
批后，《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增设了
进行重大动物疫病病料采集应当具有与
采集病料相适应的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等三方面条件， 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动物疫情管理工作。 二是授权有关部门
制定事中事后监管规定。比如，因教学、
科研需要在非疫区进行农业部或省、自
治区、 直辖市规定的植物检疫对象研究
审批取消后，《植物检疫条例》 增加了因
教学、 科研确需在非疫区进行对植物检
疫对象的研究， 应当遵守国务院农业主
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的规定。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对15部行政法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公安部获悉，公
安部决定进一步优化部分出入境政策措施并扩大实施范围，
支持重点区域建设发展。 此次出入境政策措施优化和扩大实
施的范围包括：福建自贸区，珠三角、苏南、杭州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和长春新区等区域。

此次扩大有关出入境政策措施的实施范围，针对吉林、江
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有关区域建设发展的特点和需求，
立足于完善出入境政策措施体系， 坚持突出政策措施本身的
复制推广价值。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服务外籍高层次人才、外籍
华人、外籍留学生和长期在华工作人员等群体，包括授权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管委会等单位推荐外籍人才及家属直接申请
在华永久居留；以工资和税收为标准，建立人才申请永久居留
的市场化渠道； 为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留提供更大便
利；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创新创业；为长期在华工作外籍人员
提供居留便利；为外籍人才提供入境便利等内容。

记者了解到，2016年， 公安部分别出台了支持福建自贸
区和广东自贸区建设及创新驱动发展的出入境便利政策措
施。今年年初，在全面梳理、系统评估的基础上，公安部部署将
各地实施效果较好的4个方面7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复制推广
到国家有关自贸区及全面创新改革示范区。

公安部：

优化出入境政策措施
并扩大实施范围

� � � � 10月22日，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世界最大跨径公铁两用钢拱桥———沪通长江大桥天生港专用航道桥主拱合龙，标志
着天生港专用航道桥全部成功合龙。

沪通大桥是我国沿海铁路大通道沪通铁路控制性工程，连接张家港市和南通市。大桥全长11公里，设计采用主跨1092米钢桁梁
斜拉桥结构，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径重载公铁两用钢拱桥。图为10月22日拍摄的沪通长江大桥天生港专用航道桥。 新华社发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拱桥主拱合龙

� � � �据新华社菲律宾克拉克10月23日电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23日在菲北部
城市克拉克表示， 政府军日前已彻底清
除了菲南部城市马拉维城内的武装分
子，当地战斗行动正式结束。

菲律宾国防部长
宣布马拉维战事结束

� � � �新华社东京10月23日电 截至当地时
间23日凌晨3时， 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
的开票结果显示， 在众议院全部465个议
席中，自民党赢得283个议席，自民党的执
政盟党公明党获得29个议席。 自民党和公
明党执政联盟合计获得312个议席， 超过
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 据日本媒体最新统
计，本次众议院选举投票率仅为53.6%。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月28日宣布正
式解散国会众议院。

日本执政联盟
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

美出售顶尖航母设备意图拉拢印度

下期奖池：4351880934.91（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89 7 4 4
排列 5 17289 7 4 4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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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24 03 29 30 32 35 03+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00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7对“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按时速350公里运营已
经满月， 累计发送旅客超过59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2万人
次， 平均客座率95%。

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最新统计显示， 今年9月21日，7
对“复兴号”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率先按时速350公里商业运
营，截至10月21日，累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京沪两地间运
行时间压缩至4个半小时左右， 为世界高速铁路商业运营树
立了新的标杆。

与此相应， 高铁的发送人数也创下新纪录。 自2008年京
津城际开通运营以来， 截至今年9月30日， 中国高铁动车组
累计发送旅客突破70亿人次， 旅客发送量年均增长35%以上。

“复兴号”运营满月
平均客座率95%

国际观察

�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王亮）
2017年长沙市全民健身节攀岩嘉年华昨
日在万科魅力之城攀岩中心举行。

比赛分为成年组随机速度赛； 青年
组难度赛、随机速度赛；少年组难度赛、
随机速度赛以及推广体验组。比赛现场，
不分男女，也不论是否专业，大家都“勇
攀高峰”，积极挑战自我。

该活动旨在响应国家全民健身号召，
推广普及攀岩运动， 同时为第九届长沙市
运动会攀岩项目比赛做前期准备。

长沙市全民健身节
攀岩嘉年华举行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国家统
计局23日发布数据，初步测算，9月份，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
比均下降0.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
伟说，9月份，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房地
产调控政策持续发挥作用，70个大中城
市中15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
稳定。从环比看，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全部
下降或持平； 从同比看， 涨幅均继续回
落，回落幅度在1.8至8.8个百分点之间。

9月份
一线城市房价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