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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鲍特瑟会谈时强调

维护两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苏里南总统鲍特瑟会
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苏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苏里南是首批同新中国建
交的加勒比国家，建交43年来，始终相互支
持、相互理解、相互信赖，中苏关系长期处
于中国同加勒比国家关系前列，堪称大小国
家友好相处、平等相待的典范。中苏关系发
展正处于重要历史阶段，中方愿同苏方一道
努力，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
苏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苏要坚持并发扬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实现国家统
一的决心坚定不移，感谢苏里南给予的有力

支持。中方也将一如既往支持苏方维护国家
主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双方要深
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林渔业、通信、能源等
传统领域合作，开拓新能源、数字经济、旅
游、蓝色经济等新领域合作。中方鼓励更多
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苏里南投资兴业。苏里
南是加勒比地区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之一，
要促进人文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加强在教
育、执法等领域合作。中方将向苏里南派遣
医疗专家组。双方要就全球性问题保持沟通
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维护两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中方愿继续在多边场合为苏方仗义执
言，同包括苏方在内的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建设性参与全球气候多边进程。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新兴力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方一贯尊重拉美人民自主选择发展
道路的权利，支持拉美一体化进程和通过对
话协商处理地区问题。中拉关系近年来大步
向前发展，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
有助于促进地区繁荣稳定。中方愿同拉方一
道，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本着平等相待、互利
共赢的原则，推动中拉合作走深走实。

鲍特瑟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取得成功，造福中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鲍特瑟表示，我这次访华具
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苏中友谊源远流
长，苏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
实现国家统一大业。香港事务完全属于中国
内政，苏方坚决反对任何干预中国内政的行
为。中国政府有权采取反恐措施，维护国家
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苏方感谢中方

为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帮助，愿同中方继
续加强各层级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扩大经
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以共建“一带一
路”为契机，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水平。单
边主义破坏国家主权平等，对拉美等地区和
国际形势带来严重后果，苏方愿同中方一
道，坚持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苏方愿为推动拉中关系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苏关于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全面
互免签证等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
南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
鲍特瑟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杨洁篪、沈
跃跃、王毅、何立峰、邵鸿等参加。

亿万富翁布隆伯格竞选美国总统有戏吗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孙成昊

当地时间11月24日，美国前纽约市市
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正式宣布参与
民主党总统初选，誓言要代表民主党在2020
年总统大选中击败特朗普。在竞选网站上，
布隆伯格写道：“美国梦危在旦夕。只有具
备了大胆的新想法和能够团结国家、做成大
事的领导，我们才能拯救美国梦。”

布隆伯格正式参选并不意外。11月8日，
布隆伯格提交了参加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初选
的文件，实际上就吹响冲击2020年美国总统
大选的第一声号角，杀入已经拥挤不堪的民
主党总统竞选人的角斗场。

相比其他民主党竞选人，布隆伯格的拍
马赶到显然姗姗来迟，但财力雄厚的布隆伯
格及其团队却并不担心后发劣势。他们决定
采取一个非传统的竞选方式努力实现“后发
制人”，将主要竞选动员精力放在多个州集
中举行选举的“超级星期二”和加利福尼亚
州初选，从而基本放弃率先开启投票的前四
个关键州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

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通过这种方式谋求初
选提名的难度极大，也无历史先例，目前来
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考虑到布隆伯格过去曾表示民主党候选
人太多，自己不愿亲自下场竞选，他现在的
行为证明了对当前民主党候选人的失望。

布隆伯格认为，民主党内已没有能挑战
特朗普的有力选手。民调也显示，民主党选
民最担心的是党内无人可以对抗特朗普。

但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作为一个亿万
富翁和前共和党人，布隆伯格不是民主党选
民翘首以盼的另一个奥巴马式理想候选人。
布隆伯格曾承诺从自己的资产中拿出至少5亿
美元阻止特朗普总统连任，现在则计划竞选
活动全部自费。他的竞选团队宣布，将花费
3400万美元在竞选广告上，并在关键州为反
对特朗普投入1亿美元的数字广告费。但民主
党选民对有钱人并无特别的好感，而且由于
布隆伯格在2018年10月刚将自己的政党归属
改为民主党，选民对这位党派立场摇摆的富

豪就更无信任基础了。
此外，布隆伯格不受美国少数族裔的欢

迎，他绝不是能够包容不同族裔的典范。当
他还是纽约市长时，其麾下的少数族裔官员
屈指可数。布隆伯格曾支持“拦截搜身”的
警察政策，被外界批评缺乏同情心。该政策
认为，在族裔关系紧张的社区中，警察可以
对少数族裔青年进行拦截搜身，以此降低犯
罪率。

布隆伯格深知自己在“拦截搜身”政策
上的态度已成政治生涯的“污点”，于是在
上周面向非洲裔社群时正式就此事致歉。不
过，这个道歉来得太晚也太功利，非洲裔选
民更有可能认为他的道歉只是一次政治秀，
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忏悔。

总体而言，民主党选民不看好布隆伯格
参选的前景。福克斯新闻一份民意调查显
示，如果布隆伯格参选，只有6%的民主党初
选选民肯定会投票给他。自1980年以来，只
有一位支持率如此之低的候选人赢得提名，

那就是现任总统特朗普。
不过，布隆伯格能够对他在民主党阵营

的竞争对手产生影响。拜登目前正为筹集资
金苦苦挣扎，而且他的竞选处境也不太好，
将首当其冲受到布隆伯格参选的负面影响。
虽然拜登在全国民调中仍领先，但他在艾奥
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落后于对手布蒂吉格和
沃伦，而这两个州更能预示未来竞选人的实
际得票走向。

布隆伯格的参选决定将把拜登置于一个
危险得多的境地。布隆伯格愿在此刻参选很
大程度是基于对拜登竞选地位日渐衰弱的看
法，还有自己打算取而代之的想法。布隆伯
格在医疗保健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相对自由
的观点，在控枪等问题上持进步立场，相比
沃伦和桑德斯，布隆伯格在初选中对选民会
是一个更为温和的选择。

同为民主党内温和派，布隆伯格的选民
基础将不可避免地与拜登重叠。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如果布隆伯格成功分流拜登的支持
者，这反而将使沃伦更有可能赢得提名。作
为一个亿万富翁，布隆伯格还将为沃伦和桑
德斯等正在崛起的民主党民粹主义派别提供
更加明晃晃的靶子，为他们对抗经济不平等
的竞选口号注入更多现实意义。

77岁的布隆伯格是一位亿万富翁商人，
也曾是共和党人。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致
当法官裁定拦截搜身政策违宪时，他仍固执
地为这种做法辩护。这一次，他似乎认为自
己是唯一能代表民主党在2020年击败特朗普
的人。

也许，这次他又想错了？

布隆伯格过去曾表示民主党候选人太多，自己不愿亲自下场竞选，他现在的行为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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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伯格参选前景，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目前只有6%的民主党初选选民肯定会投票给他。

■提要

俄罗斯向美展示高超音速武器
高机动性可躲避任何导弹防御系统拦截，普京称此技术突破堪比苏联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国防部26日说，俄
军方向美国来访者展示一款俄方研制的最新
型高超音速武器：“前卫”滑翔导弹。

俄国防部说，作为履行俄美两国2010年
签署的双边核裁军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中关联增加透明度的义务，军方本周向
一批来访的美国参观者展示俄方研发的高超
音速滑翔载具。

按照俄国防部的说法，这种武器将在12
月投入战斗值班。

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表国
情咨文时介绍了高超音速导弹，称其高机动
性可躲避任何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今年2
月，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高超音速
导弹已开始量产。

俄罗斯军方称，“前卫”飞行速度可达
27倍音速，耐受2000摄氏度高温，设计初衷
是一种洲际弹道导弹，从2016年开始历经数
次测试。它能够“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防空
及反导系统”，并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普
京说，这一技术突破堪比苏联1957年发射第
一颗人造卫星。

据新华社斯特拉斯堡11月27日电 欧洲议会27日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投票通过了以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为主席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欧委会)委员名单，为新
一届欧委会就职铺平了道路。

欧洲议会当天以461票赞同、157票反对的结果通
过了新一届欧委会委员名单。由于英国没有提名委员
人选，新一届欧委会由27名委员组成。

在投票前，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介绍
新一届欧委会的政策主张及分工情况（上图）。她强
调了此前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包括加强欧盟的战略
自主性、大力推行“绿色新政”以应对气候变化等。

如果一切顺利，新一届欧委会将于12月1日就
职。7月16日，欧洲议会投票选举曾任德国国防部长
的冯德莱恩为新一届欧委会主席。之后，她着手组建
新一届欧委会。按照欧盟规定，每个成员国都应提名
一位欧委会委员人选，人选须获得欧洲议会批准。但
此后，一些成员国提名的人选在欧洲议会遭到反对，
加之正处在“脱欧”进程中的英国拒绝提名委员人
选，使新一届欧委会的组建遭遇波折，未能如期于11
月1日履新。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机构，也是欧盟各机构
里唯一有权提出法律草案的机构。欧委会主席相当于
欧盟的“政府首脑”，对欧盟决策有重要影响。

新一届欧委会委员名单

获欧洲议会通过

新华社专电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
称，土耳其不会把俄制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纳入北
约防御系统。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6日报道，卡林在德国首
都柏林参加一个外交政策会议时说：“我们仍在研究
技术细节，不会把S-400系统整合到北约的安全系统
或防空系统中。”卡林说，S-400系统将是一个独立
的防御系统，不用担心。

土耳其2017年与俄罗斯签订协议，购买4套S-400
系统。俄方今年7月交付首批设备。俄罗斯国防产品
出口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米赫耶夫26日说，有望明
年上半年与土耳其签署S-400系统新合同。

美国等北约国家认为S-400系统无法与北约武器
系统兼容，并且可能帮助俄方今后定位和追踪美国与
盟国的F-35型战斗机，要求土耳其放弃购买。但土
耳其坚持履行合同，认定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土方25日至26日在首都安卡拉空域测试S-400系
统雷达。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6日在记者会上说，土
耳其做法“令人担忧”，美国希望土方放弃全面运行
S-400系统。

土耳其称

不把S-400纳入北约系统

新华社拉姆安拉11月27日电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26日晚宣布，
同意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大选，但前提是举行比例代
表制选举。

哈尼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哈马斯将参加大选，
因为这有助于巴勒斯坦走出当前困境、结束内部分
裂、建立一个基于伙伴关系的新巴勒斯坦制度。哈尼
亚承诺哈马斯将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强调选举必须
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举行。

要求举行比例代表制选举

哈马斯宣布有条件同意举行大选

人类很早就进入了超音速飞行时
代，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普通飞机速
度最多只能提高到音速的3至4倍，再往
上就触及了传统技术的极限。于是，高
超音速飞行理论应运而生。

高超音速飞行器主要包括3类：高超
音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飞机以及空天
飞机。

高超音速飞行器可承担全球实时侦
察、快速部署和远程精确打击任务，将
大大改变未来战争样式。高超音速巡航
导弹相比一般巡航导弹有如下优势：反
应速度、突防能力、破坏能力等。举例
来说，亚音速巡航导弹打击1000公里外
的目标需要1个多小时，高超声速巡航导
弹只需不到10分钟。巡航导弹暴露后易
被拦截，而现有防空武器对高超音速导
弹基本无计可施。

（本报综合）

为何发展高超音速？

新华社专电 美国政府打算有条件支持世界贸易
组织(WTO)继续运转，但会对这一组织负责贸易争端
仲裁的上诉机构釜底抽薪。

彭博新闻社27日以一份内部备忘录为来源，披露
美方对WTO预算的改革意图。根据备忘录文本，美
方将支持世贸组织2020年近2亿美元的预算，条件是
向上诉机构成员支付的薪酬不得超过10万美元，且这
一机构运营资金限于10万美元以内，比先前预算分别
减少87%和95%。

美国政府指认，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涉嫌越权，
“侵害美国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威胁退
出世贸组织。世贸组织预算和财政委员会预期27日举
行会议，商讨美方提议。

对贸易争端上诉机构成员限薪

美就WTO运转提苛刻条件

图为2018年12月26日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通过屏幕直播。当日，俄一枚高超音速导

弹试射，导弹飞行约6000公里后成功击中预设靶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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