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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圣地亚哥 5 月 25 日电
（记者尚军 田栋栋）当地时间25日上
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圣地亚哥总统
府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举行会谈。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巴
切莱特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表示，
智利发展对华关系一向“敢为人先”。
中方愿同智方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
赢，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

人文交流，推动中智战略伙伴关系加速
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李克强就打造中智务实合作升级
版提出六点建议：一是充分释放自贸红
利，落实好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加
强规划协调，推进自贸协定升级。二是
深化金融合作，为中智、中拉产能合作
提供金融服务和支撑，以此发挥智利独
特优势，成为中拉推进产能合作的重要

门户。三是加强中智优势产业的投资
与合作，加快建设中智示范农场，积极
开展种质交流、农业科技和食品加工等
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智投资风能、光
伏电厂、中小型水电站等建设，开展矿
业上下游全产业链一体化建设，实现产
能合作新突破。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合作。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发挥
自身优势，同智方开展“两洋隧道”等项

目合作，并尽早共同进行可行性研究。
五是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
协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
定。六是以两国互办“文化年”和“文化
周”为契机，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
好的民意基础。

巴切莱特表示，李总理此访具有历
史性意义，将有力推动智中关系在两国
建交45周年之际取得更大发展。智方

愿同中方携手打造两国经贸合作升级
版，并为中国企业在智投资兴业提供便
利。共同挖掘矿业、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产能合作潜力，欢迎中方参与“两洋隧
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展金融合作，
将智利打造成人民币在拉美清算中
心。进一步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合
作、拓展文化、教育交流，将智中战略伙
伴关系全面推向前进。

李克强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举行会谈时强调

打造中智务实合作升级版

新华社华沙5月25日电（记者韩
梅 高帆）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25日公
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显示，波
兰最大反对党法律与公正党候选人安杰
伊·杜达战胜现任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
莫罗夫斯基，当选波兰新总统。

根据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正
式结果，杜达在24日举行的波兰总统选
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51.55％的选票，科
莫罗夫斯基获48.45％的选票。选举投
票率为55.34％。

此前，出口民调的结果已显示杜达
战胜科莫罗夫斯基，在第二轮投票中获
得胜利。

杜达将于8月6日正式宣誓就任波
兰总统，接替任期届满的科莫罗夫斯基。

波兰总统任期为5年。在本月10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杜
达领先于其他 11 名候选人，获得
34.76％的选票，科莫罗夫斯基获得
33.77％的选票。根据波兰选举法，如
果首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
得票领先的两位候选人需参加第二轮
投票。

波兰反对党候选人杜达赢得总统选举

杜达于1972年5月16日生于波兰
南部克拉科夫市。他从2001年开始在
波兰雅盖隆大学政治法教研室任教，
20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国会选举后，杜达开始和法
律与公正党议员团俱乐部进行合作。
2006年8月，杜达出任雅罗斯瓦夫·卡钦
斯基政府司法部副部长，负责立法、国际
合作以及法院与监察院系统信息化工
作；2007年至2011年被议会任命为宪
法法院成员；2008年1月担任莱赫·卡钦
斯基总统办公厅副国务秘书。

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杜达当选
为法律与公正党议员，并成为议会立法
委员会和宪法委员会成员，2013 年至
2014年担任法律与公正党发言人，2014
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当选为该党欧洲议
员。 记者高帆 韩梅

（据新华社华沙5月25日电）

波兰新当选总统杜达

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25日公布的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显示，最大反
对党法律与公正党候选人安杰伊·杜达
以微弱优势战胜现任总统布罗尼斯瓦
夫·科莫罗夫斯基，当选波兰新总统。

现年43岁的杜达既不是家喻户晓
的政治明星，也不是外界公认的热门
人选。他在本次选举中战胜呼声更高
的科莫罗夫斯基虽让人感到意外，但
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法律与公正党利用了选民
的求变心理，这是杜达胜出的重要原
因。

多年来，波兰选民对执政党公民纲
领党的表现、执政党对所取得成就的自
我陶醉颇有微词。有选民认为，公民纲

领党选前承诺多，选后兑现少，令人失
望。杜达在选举前的多次演讲中反复
强调波兰需要变革，要改变过去在公民
纲领党执政期间出现的许多不能令人
满意的东西，要将波兰变得更好。

有分析认为，大多数波兰人选择
改变，不仅仅是换总统，同时还希望改
变管理方式。

其次，不太令人满意的经济表现
改变了选民的立场。

波兰经济虽然一直保持增长，但
面对全球危机的冲击，动力不足、增幅
下降，暴露的问题不少。政府为了应
对危机先后出台一些改革措施，如医
疗体制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以及鼓
励青年人就业等，但迟迟未能到位，令
选民不满。经济学家对公民纲领党的
许多经济政策颇有微词，甚至公开提
出批评。

第三，年轻的杜达赢得了年轻选

民和低收入阶层民众的支持。
在第二轮投票前，有专家指出，谁

赢得年轻人，谁就可能赢得大选。尽
管投票前的多次民调显示科莫罗夫斯
基一直保持很高的支持率，但分析认
为，科莫罗夫斯基不善于和年轻人打
交道，难以获得年轻人的青睐。法律
与公正党抓住机会，努力做年轻人的
工作。

另外，低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一
般的民众选择支持杜达，对杜达在竞
选中做出的对退休制度改革和低收入
家庭补贴等许诺满怀期待。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科莫罗夫
斯基的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执
政党阵营的失败。本次投票结果的后
期效应或许会在几个月之后的议会大
选中显现出来。

记者韩梅 高帆
（新华社华沙5月25日电）

国际观察

新闻人物

安杰伊·杜达（右二）与民众交流。 新华社/路透

美国

冰箱被冲到树上
废墟达到6米多高
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带最近几天

也遭遇极端天气，龙卷风、暴雨和洪水
已造成与墨西哥接壤的得克萨斯州至
少2000人流离失所。

截至 25日，得克萨斯州 1人死
亡、12人失踪，俄克拉何马等地也有
人员伤亡报告。当地出动直升机和浮
舟展开救援。

得克萨斯州海斯郡紧急情况应对
部门官员卡利·史密斯说，初步估算当
地一个社区“350至400栋民宅损毁
……在某些街道，除一两栋房屋仍然
站立，其余房屋全部坍塌”。

当地官员介绍，仅海斯郡便有大约
1000栋民宅损毁，5辆警车被洪水冲走。

得克萨斯州多条河流涨至历史最
高水位。当地居民约翰·纳尔逊50年
前把房屋建在高高的木桩上，据信能
够抵御大洪水。然而令他吃惊的是，
本轮洪水竟然在他家中漫至齐腰深，
变压器“嗞嗞”发出火花，迫使他与妻
子慌忙逃命。

在得克萨斯州一些地区，成百上
千的大树被连根拔起或折断，废墟达
到6米多高。得州居民彻丽·梅利说，
一台冰箱被洪水冲到大树上，她负责
照管的一栋房屋“损失惨重”。

杨舒怡（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一 场
罕见的龙
卷风 25 日
肆虐墨西
哥北部边
境城市阿
库尼亚市，
短 短 6 秒
钟内，造成
至少13人
死亡，数百
人 受 伤 ，
1500 多栋
房屋受损。

美 国
南部地带
当天也遭
遇极端天
气 ，龙 卷
风、暴雨和
洪水造成
得克萨斯
州 至 少
2000 人 流
离失所，数
百栋房屋
被冲毁，1
人 死 亡 、
12 人 失
踪。

墨西哥

婴孩被风卷走
汽车如火柴棍般被掀翻

一场龙卷风25日清晨袭击墨
西哥中北部科阿韦拉州的阿库尼亚
市，瞬间让街头汽车“犹如火柴棍一
样被接连掀翻”，不少楼房被掀去屋
顶、甚至整体坍塌。

墨西哥国家民防局官员路易斯·
费利佩·普恩特告诉当地电视台，这
场龙卷风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
270公里至300公里，在阿库尼亚市
仅持续6秒钟，却造成巨大危害。

据美联社报道，当时一名母亲
用婴儿背袋把孩子系在身上，不料
龙卷风竟然刮走婴儿背袋，狂风裹
挟着孩子消失无踪。目前，婴儿仍
处于失踪状态。

截至25日中午，救援人员在阿
库尼亚市找到13具遗体，包括10名
成年人和3名儿童。在一处认领遗
体地点，几名家人和邻居弯腰揭开白
布辨识遗体，捂脸啜泣。

龙卷风造成阿库尼亚市千余栋
房屋损毁。阿库尼亚市政府发言人
埃德加·冈萨雷斯说，在某些街区
内，“全部建筑物都被摧毁，墙壁不
见了，屋顶消失了”。

一些照片显示，几辆汽车被龙
卷风刮入居民家里，孩子们不得不
攀越汽车才能在家中走动。

罕见龙卷风袭击美墨
14人死亡，12人失踪，数百人受伤

波兰总统选举缘何出黑马

墨西哥科阿韦拉州阿库尼亚市被龙卷风破坏的房屋。
新华社/路透

美国休斯敦龙卷风受灾现场拍摄的一座损毁的车库。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5日电（记者岳连国）根
据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的命令，俄军方自25日起开
始对中央军区空军和防空部队展开突击战备检查。

俄国防部网站当天发布消息说，此次突击检查
是为筹备“中央－2015”战略演习而举行，动用约
1.2万名军人、250架飞机和689件各类武器装备。

据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介绍，这次突击检查旨
在检验中央军区在野战条件下部署空军指挥体系
能力以及在新驻地对空军行动提供全面保障的能
力。在实施突击检查过程中将使用位于俄罗斯阿
斯特拉罕州的阿舒卢克和卡普斯京亚尔靶场，远
程航空兵将演练对位于俄联邦科米共和国佩姆博
伊训练场的假想敌地面目标实施导弹打击。此次
突击检查将于本月28日结束。

普京下令

俄对中央军区
进行突击战备检查

继澳大利亚和印度之后，日本又把
马来西亚列为武器装备出口对象，并且
提升与这个现任东南亚国家联盟轮值主
席国的关系。

日本媒体说，马来西亚将是第一个与
日本进行防务合作谈判的东盟成员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与到访的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会谈，双方
同意就防务装备和海事安全技术转让合
作开始谈判。

在共同会见记者时，安倍还宣布，双
方同意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
系”，在安全、经济、医疗和人员往来等领
域加强关系。

安倍自2012年年底再次出任首相
以来，抛弃了日本政府多年奉行的“武器
出口三原则”，极力推动武器出口和海外
防务合作。日本决定参与澳大利亚下一
代潜艇招标，还打算向印度出售日本海
上自卫队装备的水上搜索和救援飞机。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预计日本打算
向马来西亚转让雷达等装备和技术。会
谈中，安倍与纳吉布商定，日方将支持马
方海事安全部门的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

惠晓霜（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日本武器出口
瞄上马来西亚

日本自卫队将派40人参加由美国和
澳大利亚军方展开的一场军事演习。这
是日、美、澳三方首度举行联合军演。

分析人士指出，日、澳均为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盟友，而这两国强化安全合
作正合美方意愿。

美澳联合军演“护身军刀”每两年
举行一次，地点位于澳大利亚及周边地
区。今年的演习定于7月初开始，两国
共有大约3万名军人参加。

澳大利亚国防军网站消息显示，日
本首次参加这一演习，将派出40名自卫
队官兵，编入美军参与军演，另有500名
新西兰士兵编入澳军。

路透社26日报道，今年的演习将包
括海上作战、两栖登陆、特种部队战略
和城市作战等内容。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
际安全项目主任尤安·格雷厄姆说：“我
认为，美国想要让其盟友发挥更大作
用；显而易见，对美国而言，日本是其西
太平洋盟友中的最北端，而澳大利亚则
是最南端。”

杜鹃（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日本欲“蹭”
美澳军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6日承认，当前的
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当天结束与中国的年
度磋商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声明说：“我们
现在的评估是，人民币过去一年大幅实质有效升
值，使人民币汇率达到不再被低估的水平。”率领
代表团访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戴
维·利普顿同样表示，通过观察近期全球主要货币
汇率的变动，“我们相信，它（人民币）不再被低
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长期指称中国“低估”
人民币币值，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这一立场转变或许有利于中国处理与美国在
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分歧。美国长期在人民币汇
率问题上指责中国，美财政部上个月发表半年度
报告，称人民币依旧“被严重低估”，不过报告没有
把中国列为可能导致美国制裁的“汇率操纵国”。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日呼吁中国加快推进
汇率改革，同时表示，将同中国一道为把人民币纳
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作出积极努力。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

人民币不再被低估

土库曼斯坦一座以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
穆哈梅多夫为原型的镀金雕像25日揭幕。这尊
通体镀金雕像取自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骑马的形
象，高21米，底座由白色大理石制成。别尔德穆
哈梅多夫2007年当选总统，2012年赢得连任。
这是土库曼斯坦首次为现任总统打造镀金雕像。
一些官员说，这尊雕像是应民众要求而建。

安晓萌【新华社微特稿】

土库曼斯坦
首建镀金总统像

5月26日，在老挝巴俄县，一名潜水员准备入
水搜救。当日，距离老挝首都万象市中心约60公
里的巴俄县南俄河上发生一起渡船倾覆事故，导致
10名小学生失踪，翻船原因为严重超载。新华社发

5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宪法大道，仪仗队
士兵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

每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
念日，也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日。美国多地举行活
动，缅怀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将士。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华盛顿举行
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

新华社巴黎5月25日电（记者郑斌）据法国
媒体25日报道，法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当天在美
国空军战斗机护送下，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
一个安全区域降落。

法国主要新闻电视台BFMTV和法国杂志
《观察家》报道说，在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后，法国航
空公司一架从巴黎戴高乐机场飞往美国的客机在
美国空军战斗机护送下，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降落。据报道，美国马里兰州一个警察局接到匿
名电话，称这架客机上有化学武器。

在美军战机护送下

法航一客机降落纽约

老挝一渡船倾覆
10名小学生失踪

5月25日，在伊拉克拜伊吉炼油厂
附近，一名伊拉克逊尼派民兵做出胜利
的手势。

伊拉克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组织”
发言人艾哈迈德·阿萨迪26日上午通
过伊国家电视台宣布，伊安全部队、什
叶派和逊尼派民兵当天同时在西部安
巴尔省和北部萨拉赫丁省发起大规模
军事行动，力图收复被“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占领的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

新华社/法新

为收复拉马迪

伊拉克军队发起
大规模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