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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2 月
28 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东部
军区新闻处 28 日发布新闻公告
说，俄东部军区 27 日出动苏－24

战斗轰炸机对日本海海域进行例
行巡航。

公告说，此次巡航飞行严格遵守
国际法，没有进入他国领空。公告未

提俄方出动战机数量。
俄军两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

日前对日本海及西太平洋部分海域进
行巡航。

在部分区域，巡航遭到日本航空
自卫队F－4、F－15等战机的跟踪
飞行。

苏－24战机是俄军方配备的全

天候超音速双座双发变后掠翼战斗
轰炸机，属俄空天部队现役主力战
机之一，具备强大的对地攻击轰炸
和一定的空中格斗能力。

俄罗斯 战机巡航日本海
在部分区域，巡航遭到日本航空自卫队F－4、F－15等战机的跟踪飞行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28
日电（记者吴刚）俄罗斯“联盟MS－
06”号飞船28日清晨成功在哈萨克斯
坦境内着陆，在国际空间站工作了5

个半月的3名宇航员搭乘飞船安全返
回地球。

据俄地面飞行控制中心发布的消
息，莫斯科时间27日14点08分（北

京时间19点08分），“联盟MS－06”
号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分离；莫斯科时
间28日5点31分（北京时间10点31
分），飞船返回舱成功降落在哈萨克斯

坦西部草原。3名宇航员着陆时身体
状况良好。

返回地面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
宇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和两名美

国宇航员马克·范德赫、乔·阿卡巴。
他们此次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168
天，进行了多项科学研究及实验，参与
了空间站维护并安装了相关设备。

国际空间站3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美国宇航员马克·范德赫。 新华社/美联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 新华社/路透美国宇航员乔·阿卡巴。 新华社/路透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月
27日任命2016年总统竞选团队的
数字战略师布拉德·帕斯凯尔为
2020年竞选团队经理。

特朗普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
说，帕斯凯尔将领衔制定2020年竞
选活动的“远景规划”，介入今年11
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竞选。

2016 年竞选团队副经理迈克
尔·格拉斯纳将出任连任竞选团队的
首席运营官，特朗普儿媳拉拉·特朗
普任高级顾问。

帕斯凯尔现年 42 岁，出生于
堪萨斯州，是自学成才的程序员，
与特朗普一家关系良好。2016
年，帕斯卡尔与特朗普女婿贾里

德·库什纳共同为竞选制定数字
宣传战略，被视为特朗普胜选的
重要因素之一。

美联社说，特朗普的任命决定
引发部分国会议员关注。过去数
月，共和党籍议员一直劝说特朗普
把精力集中在 11 月中期选举上。
他们警告，如果共和党在选举中输
掉众议院或参议院的主导权，民主
党人将拥有对特朗普政府官员的
传讯权。

一些特朗普盟友质疑帕斯凯尔
的资历。他们认为，帕斯凯尔2016
年才涉足政治，可能只是“昙花一
现”。帕斯凯尔未回应媒体提问。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特朗普选定
2020总统竞选团队经理

新华社华盛顿2月27日电 据
美国弗吉尼亚州消防部门27日消
息，该州一个军事营地当天收到一封
邮件，邮件内的不明物质使军营内
11人感到身体不适，其中3人被送
往医院。

当地消防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
布消息说，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

的美军迈尔－亨德森厅联合军事营
地当天收到一封邮件，并在营地内一
个行政楼中将其打开，在现场的11人
随即出现瘙痒或呼吸道受刺激等症
状，其中3人症状较重被送医治疗。

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已
经将可疑邮件带走，以便对不明物质
进行检测。

收到含有不明物质邮件

美国军营内11人身体不适

美国白宫2月27日说，已经与飞
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达成非正式协议，
将花39亿美元定制两架总统专机。

白宫副发言人霍根·吉德利说，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波音公司就新

“空军一号”采购项目谈妥固定价
格。“得益于总统的协商，这份合同将
为美国纳税人节省超过14亿美元。”

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特朗
普“代表美国人民谈成一桩好买卖”。

美联社报道，协议涵盖两架波音
747-8型商用飞机价格和改装成本，
包括加装安全通信系统、自备下机
梯、大型厨房等设施的费用。一名政
府官员说，特朗普希望最迟2021年
能坐上新专机。

美国总统专机获称“空中白宫”，
共两架，总统乘坐的那架名为“空军
一号”。现役总统专机1990年交付，
设计使用年限即将到期。前任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美国政府开
始与波音公司商议新“空军一号”项

目，但价格没能谈拢。
当选总统不久、等待入主白宫期

间，特朗普2016年12月在社交网站
上说：“波音在为未来美国总统打造
全新‘空军一号’，但价格失控，超过
40亿美元。取消订单！”

特朗普去年1月上任后便与波
音方面商议采购新专机事宜。波音
公司总裁丹尼斯·米伦伯格多次面见
特朗普，讨论项目合同。最近一次在
上周。

列克星敦研究所防御分析师洛
伦·汤普森说，波音公司把美国政府
视为最重要的客户，希望与白宫保持
良好关系，特朗普因而以划算的价格
谈成这笔交易。“如果波音为了取悦
总统而不得不吃点亏，我想他们会这
么做。”

按照汤普森的说法，米伦伯格向
特朗普献殷勤“比任何人都积极”，波
音“在诸多更大的商业考量中有求于
他”。 刘阳 孙丁（新华社微特稿）

特朗普下单定制新空军一号
共两架飞机，协议价格39亿美元

特朗普女婿失去最高涉密许可
美国多家媒体2月27日报道，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

贾里德·库什纳已经失去接触绝密文件和信息的许可。

美国“政治”网站、美联社、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当天
先后披露库什纳失去接触绝密信息
许可的消息。

白宫保密等级分为“绝密”“机
密”和“秘密”。

上述媒体报道，依照白宫办公
厅主任约翰·凯利的要求，库什纳及
多名白宫官员本月23日失去绝密
级许可，降为机密级。

库什纳及这些官员自特朗普就
任总统后一直获临时涉密许可。凯
利16日下令改革白宫官员涉密级别
审批规则和程序，要求一周内禁止
2017年6月以来一直持临时绝密许
可的官员接触绝密级文件和信息。

降级别

特朗普登上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空军一号””。。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2月28日，在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
尼出席第二轮“喀布尔进程”会谈。

阿富汗总统加尼28日说，政府愿在不设前提
条件的情况下与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展开和谈。他
表示，为实现和平与和解进程，政府提出一系列措
施，包括停火、承认塔利班组织为政党、建立信任，
以及举行公平自由的选举。 新华社/路透

阿富汗总统加尼称
与塔利班和谈不设前提条件

沃达丰公司计划明年
在月球开通4G网络

跨国无线通信服务商沃达丰公司计划2019
年在月球开通4G网络，供私人资助的月球探测项
目使用，以便向地球传送月球表面高清晰度视频。

沃达丰公司2月27日宣布上述消息，称已经
指定设备制造商诺基亚公司为技术合作伙伴，共
同开发这个空间级数据通信网络，预计硬件体积
较小，重量不到1千克。

沃达丰在网站上发布新闻稿，称沃达丰德国
公司、诺基亚公司和奥迪汽车公司正与德国企业

“兼职科学家”合作，计划明年用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猎鹰9”火箭发射探月飞行器。

届时，奥迪制造的两辆四轮驱动月球探测车
将使用4G网络，与设置在自主着陆和导航模块中
的基站连接，向地球传送数据并直播高清视频。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绘制
暗物质“立体地图”

据新华社东京2月28日电 日本国立天文台
27日宣布，其研究人员参与绘制了高分辨率广域
宇宙暗物质分布“立体地图”。这将有助于人们加
强对宇宙膨胀以及宇宙暗物质的理解。

位于美国夏威夷的昴宿星团天文望远镜的超
广视野主焦点相机从2014年初被用于研究暗物
质的分布，它能够对较大范围宇宙空间一次拍摄
获取高分辨率图像数据。宇宙中远处天体发出的
光在暗物质的作用下，会产生重力透镜效应。重
力透镜是任何庞大质量的天体都会产生的由于重
力导致电磁波偏折的现象。

日本国立天文台和东京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处理了超广视野主焦点相机约两年内拍摄到的
图像数据，分析得到了宇宙中暗物质的分布情况，
并绘制了基于重力透镜效应的、迄今最大范围和
最高分辨率的暗物质“立体地图”。地图范围为长
80亿光年、宽10亿光年、高2.5亿光年。

宇宙诞生于约137亿年前，现在还在加速膨
胀。暗物质被认为约占宇宙质量的四分之一。研
究人员通过分析地图上的暗物质团，发现用最纯
粹的加速膨胀宇宙模型可能无法说明宇宙成因，
因此这一成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宇宙的形成和发
展模式。

埃及北部火车相撞
至少16人死亡，超40人受伤

据新华社开罗2月28日电 据埃及官方《金字
塔报》报道，埃及北部布海拉省28日发生一起火车
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

报道说，目前大量救护车和民防人员已赶往
现场救援。布海拉省全部医疗机构已进入紧急状
态准备接收伤员。

埃及官方中东社援引布海拉省安全官员的话
说，事故发生时一列客运火车的两节车厢发生脱
轨，与旁边一列货运火车相撞。

由于铁路基础设施老旧、管理培训不善等原
因，埃及铁路事故频发。

2月27日，“中远海运白羊座”集装箱船停靠
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

中国首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万标箱
级集装箱船“中远海运白羊座”27日成功首航比
利时安特卫普港。这是中远海运向远东至西北欧
班轮航线投入的首艘该级别的超大集装箱船。

新华社记者 王晓郡 摄

“中远海运白羊座”集装箱船
首航抵达欧洲终点

苏－24

美国
动态

因被两名前妻指认有家暴行
为，时任白宫秘书罗布·波特本月7
日辞职，但是他否认有家暴史。

这一事件还引发对白宫官员涉
密级别审批程序和对保密信息可能
外泄的忧虑。波特获得临时涉密许
可，接触过一些绝密信息。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
托弗·雷说，联邦调查局早在去年
7月就完成了对波特的背景审查，
而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称，白
宫直到波特辞职前才获知波特涉

嫌家暴，而且对波特的背景审查仍
在进行。

鉴于两种说法相互矛盾，国会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
凯利承认波特事件暴露白宫涉密许
可审批程序存在“不足之处”，因而
决定着手改进。

补“不足”

身兼特朗普女婿和总统高级顾
问两个角色，库什纳是特朗普执政
班子核心圈人物之一。

库什纳的法律顾问阿贝·洛厄
尔试图打消这一事件对库什纳地位
可能受影响的疑虑。洛厄尔说，数
十名与库什纳同级别官员的正式涉
密许可审批同样受到延误，库什纳
本人的资质没有问题。新的审批规
则不会影响他继续履职的能力。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27日拒绝
就库什纳个人涉密许可变动表达看
法，只是说库什纳是特朗普班子的
重要成员，将继续履行重要职责。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不
愿公开身份的人为消息源报道，预计
联邦调查局将在一个月内完成对库
什纳的背景审查并把结果告知白宫。

报道还说，围绕涉密许可，库什
纳和凯利之间产生了矛盾，特朗普
也知道他们两人关系紧张。

特朗普有权不理会凯利的决定
而授权库什纳接触绝密信息，但是
他没有那样做。

另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告诉
有线电视新闻网，库什纳接受凯利
的决定，“不会（向特朗普）寻求特别
许可”。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没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