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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18日举行第七届总统选
举，8名候选人参选，独立候选人、现
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选前民意
调查中所获支持率大幅领先。

普京有望胜选

设在各地的投票站当地时间8时
向选民开放，20时关闭。由于俄罗斯
横跨11个时区，因而从最东端选区至
最西端选区，投票将持续超过20小时。

这次选举共有大约1.1亿选民有
资格投票；普京与其他7名候选人通
过了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审核。

普京近年来所获民意支持率维
持在大约70%。民意调查机构俄罗
斯舆论研究中心选前民调显示，普京
支持率达到69%。这次选举没有设

定最低投票率，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
即可当选。

如果普京当选，将第四次出任俄
罗斯总统，任期6年。普京当天在首
都莫斯科一个投票站投票。俄罗斯国
际文传电讯社援引普京的话报道：“我
确信，我为国家作出了正确规划。”

77岁的选民瓦连京娜·波波娃
在莫斯科一个投票站告诉法新社记
者，她将投票支持普京，“因为他的外
交政策而尊敬他。”

圣彼得堡选民安东宁娜·科恰托
娃说，她同样支持普京，尤其是外交
政策，但国家经济状况相当“糟糕”。

俄方指认“假消息”

投票前一天，俄罗斯驻美国大

使馆指认美国政府“干涉”俄方总
统选举。

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俄罗斯政府
暗中“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美方正在调查这种说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
17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称，俄罗
斯拒绝5000名“独立”观察员监督选
举过程，显示俄方“惧怕透明”。

俄使馆随后在同一社交媒体平
台上发起反击，说俄方总统选举的透
明度获得“确保”，美方在散布“假消
息”，是“损害俄罗斯民主的恶劣企
图”和“干涉我方内政的新事例”。

俄罗斯邀请了86个国家和14
个国际组织超过1500名国际观察员
监督投票。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邀请86个国家和14个国际组织1500多名国际观察员监督投票

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

“强大的总统，强大的俄罗斯”

“我对中国有特殊感情。中国
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伟大的文
化。”普京在索契冬奥会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

普京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
中国功夫。2006 年 3 月，普京在
访 华 期 间 拜 访 河 南 嵩 山 少 林
寺。在方丈室前的空地上，普京
观看了少林寺武僧的精彩表演。
其间，身为柔道高手的他走进表
演队伍，把一个 8 岁小和尚抛向

空中，然后让他稳稳地坐在自己
的肩上。

近 6 年，普京多次访问中国，
包括国事访问以及出席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G20 杭州峰
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等。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如泰
山，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

普京在多个场合盛赞俄中关
系，特别是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
相互支持。他表示，中俄在国际
舞台上进行协作是“国际事务中
的稳定因素”。

普京对中国的发展也十分关
注。他曾表示，中共十九大报告证
明，中国在加速奔向未来；俄将参考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期发展目标，
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记者孙萍）

4年前的这一天，普京与克里米
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代表签署入俄
协议。这是普京的高光时刻。

协议签署前，普京发表了一篇
堪称战斗檄文的讲话，批评西方在
前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
亚等地推行的强权政治，宣告了俄
罗斯与西方的决裂。

与西方的恩怨，构成了普京执
政生涯最富戏剧性的脚本之一。

2000年，普京首次就任总统。
翌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普
京与美国小布什政府展开密切合
作。小布什曾留下“我看到了普京
的灵魂”这样的溢美之词。

“俄罗斯正在重返世界文明的

大家庭，”普京在2002年北约特别
峰会上说。然而，5年后的慕尼黑安
全会议上，普京严厉抨击美国及其
盟友，警告“新的铁幕正降临在欧洲
大地”。

这5年间，西方在欧洲，特别是
在俄传统势力范围推动北约东扩、
反导计划和“颜色革命”，对俄国内
政治指责不断，触碰了俄国家利益
底线，也让普京认识到西方对俄偏
见之深。

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后，普
京集中精力实施欧亚一体化战略，
这是普京对西方挤压蚕食俄战略空
间的回击，也是俄依托欧亚大陆打
造的强国战略。但这一战略被西方

指为企图“复辟苏联”。
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普

京的欧亚战略遭遇重挫。随后发生的
克里米亚危机以及乌克兰东部冲突彻
底打击了俄与西方关系的基础。

特朗普上台后，受“通俄门”事
件等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加
剧，普京被西方进一步妖魔化。今
年1月，特朗普政府在首份《国防战
略》报告中，更是将俄列入美国战略
竞争的“主要对手”。

在新近播出的俄罗斯纪录片
《2018国际秩序》中，普京说，俄与西
方关系紧张的根源是后者一直试图
遏制和削弱俄罗斯，“俄罗斯是强
国，谁都不喜欢竞争者”。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
洛金曾说过，没有普京，就没有现在
的俄罗斯。

3月1日，普京发表本届总统任
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后半部分
着力介绍俄最新研制的武器。

俄主流舆论认为，普京给俄罗斯
带来了大国尊严与荣耀。俄民调显示，
普京本届任期内在克里米亚危机和叙
利亚问题上的表现，得到民众支持。

18年前，时任代总统的普京在千
禧年来临之际一度忧心忡忡，因为“俄

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时期，面
临沦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

2012年，即将重返克里姆林宫
的普京信心满满，因为“俄罗斯结束
了‘后苏联时期’，面临发展新阶
段”。彼时的普京，已带领民众终结
了苏联解体造成的动荡无序，确立
了俄罗斯自己的发展道路；彼时的
俄罗斯，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期，
又因金融危机等冲击暴露各种短
板，社会思潮激荡。

在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和西方自

由主义价值观之间、在独立自主的
大国地位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
间，俄罗斯何去何从？普京的答案
是“俄罗斯需要扎根本国传统价值
观的务实保守主义”。

普京提倡的保守主义以国家主
权、独立和民族独特性为核心要
素。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诉求符合
俄发展现状，契合了俄民众追求稳
定和秩序的心理，满足了民众的大
国情结，同时也与以东正教为核心
的俄罗斯历史文化一脉相承。

俄罗斯于18日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普京支持率遥遥领先。
在俄民众心目中，普京代表稳定、力量和秩序；在西方眼中，他

是“地缘政治学巨人”，也是“谜中之谜”。普京则将自己称为“俄罗
斯人民临时任命的管理人”。

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打上了深深的普京烙印。“强大的总统，强
大的俄罗斯”——普京这句竞选口号，充满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

一家数据分析企业未经授权获取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多达5000万用
户的信息，用于设计软件，以预测并影
响选民投票。

英美媒体17日报道，这家企业曾
经受雇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
竞选团队和推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公
民投票的“脱欧”阵营。

应用软件“钓鱼”

英国《观察家报》和《卫报》以及美
国《纽约时报》17日报道，剑桥分析公
司“窃取”50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是
这家社交媒体创建以来最大的用户数
据泄露事件之一。

数据泄露的源头，是英国剑桥大学
心理学教授亚历山大·科根2014年推
出的一款应用软件（App），名为“这是
你的数字化生活”，向脸书用户提供个

性分析测试，在脸书上的推介语是“心
理学家用于做研究的App”。当时，共
2.7万名脸书用户下载这一应用。

按照上述媒体的说法，借助这一
应用，科根可获取这2.7万人及其所
有脸书好友的居住地等信息以及他们

“点赞”的内容，因而实际共获取多达
5000万用户的数据。

报道说，科根把数据带到剑桥分
析公司，而这家企业是英国战略交流
实验室公司（SCL）的美国分支。

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的战略
顾问和2017年8月以前的首席战略
师斯蒂芬·班农曾经是剑桥分析公司
董事，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
尔·弗林2017年8月披露他曾是这家
企业的顾问。长期为美国共和党捐款
并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私募基金经
理罗伯特·默瑟曾经向剑桥分析公司
注资1500万美元。

后台企业“生事”

脸书抢在上述报道见报前，16日晚
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情况，宣布暂时关闭
剑桥分析公司、战略交流实验室公司、科
根和克里斯托夫·怀利的脸书账号。

脸书的说法是，2015年，得知“科
根撒谎、违反平台政策、向战略交流实
验室公司和剑桥分析公司移交数据”，
脸书从自己的网络平台上撤下科根的
应用软件；获取剑桥分析公司的书面
保证，即已删除从脸书获取的全部数
据；然而，脸书“数天前”得知对方没有
删除全部数据，继而投入调查。

剑桥分析公司17日发布声明，否
认“做错事情”，声称得知科根违反脸
书政策后删除了全部数据；“为避免嫌
疑”，没有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
间使用任何科根提供的数据。

特朗普竞选团队17日否认使用
来自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声称竞选
所用选民数据全都来自共和党全国委
员会，“其他来源的选民数据帮助我们
赢得2016年选举的说法不真实”。

脸书再次“无颜”

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和学者批评脸
书在这一事件中没有尽责保护数据，呼
吁对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更多监管措施。

民主党籍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彻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显然，这些（社
媒）平台不能自我监督。他们嘴上说
着：‘相信我们。’（脸书首席执行官）马
克·扎克伯格应该到参议院司法委员
会接受质询。”

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弗兰
克·帕斯奎尔认定，脸书玩文字游戏，
在回应中称数据“遭误用”，不承认数

据失窃，模糊了焦点，即数据的实际用
途与用户给予脸书授权的用途不符。

美国一家游说团体的总裁努阿
拉·奥康纳说，脸书在数据保护方面仅
仅依赖正派人的“善意”，没有防范一
些人对数据的蓄意“滥用”。她质疑，
脸书2015年得知科根涉嫌窃取数据
时为什么不告知用户。

英国信息监管局和美国马萨诸塞
州司法部长17日分别说，正在调查脸
书数据使用情况。同时，鉴于剑桥分析
公司曾经受雇于“脱欧”派收集数据和
锁定受众，英国议会和信息监管局正在
调查这家企业在“脱欧”公投前是否不
当处理信息。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扎根传统价值观的务实保守主义”

“俄罗斯是强国，谁都不喜欢竞争者”

“我对中国有特殊感情”

一家数据分析企业未经授权获取“脸书”用户的信息

美国5000万社媒用户数据

普京：

失窃

据新华社重庆3月18日电（记者周文冲、张
翅）记者从正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储气库科技与产业
发展国际论坛获悉，经过20年不懈努力，我国主要
天然气消费区已建成储气库25座，调峰能力117
亿立方米，高峰日采气量突破9000万立方米。

据介绍，我国建成的25座储气库调峰作用覆
盖10余省市，为2亿居民生活提供了保障，在首
都冬季平稳供气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向北京冬天
提供了30%－40％高峰用气量，保证了居民生
活，有效缓解雾霾。

中国建成117亿立方米
天然气调峰保供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陈键兴）针对
美方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
峰山18日应询指出，该案有关条款严重违反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
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我也再次正告台湾方面，挟洋自重必将引火烧身。

安峰山指出，该案有关条款尽管不具法律约
束力，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
号，给复杂严峻的两岸关系形势和台海地区和平
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就美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

国台办：挟洋自重必将引火烧身

陕西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秦国古酒

据新华社南宁3月18日电（记者潘强、黄凯
莹）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东兴市人民法院近日审
理一起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被
告人因长期非法运输、贩卖濒危野生动物大壁虎，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元。

大壁虎系中国二级保护动物，根据中国相关
刑法规定，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大
壁虎达20只即可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刑罚。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非法运输、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大壁虎数量达1300余只，数量
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考虑到其系作用较小的
主犯，具有坦白情节，遂对其作出上述判决。

贩卖濒危野生动物大壁虎

广西一男子被判刑10年

据新华社济南3月18日电（记者吴书光）记
者从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近期，山东省旅
游发展委通过多种途径发现，部分旅行社频繁以

“不合理低价游”招徕旅游者，有的甚至打出“9.9
元游山东半岛”的广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
序，败坏了山东省旅游形象。

对此，山东省旅游发展委联合公安、工商、物
价等部门对辖区内旅行机构网点和旅游购物商
店、景区等明察暗访，多渠道获取违法线索，逆向
调查“不合理低价游”的生产、销售及旅游辅助供
应商等各环节企业及从业人员违法行为。严打低
价产品，遏制“不合理低价游”势头；严查合同签
订，切断“不合理低价游”链条；严管购物场所，堵
住“不合理低价游”源头。

“9.9元游山东半岛”？

山东开展“不合理低价游”整治

多彩“二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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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日前在克拉斯诺达尔视察卢基扬年科谷物中心普京日前在克拉斯诺达尔视察卢基扬年科谷物中心。。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3月18日，在莫斯科一处投票站，一名警察学院学员参加投票。 新华社发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岩村秦人墓葬发掘中发现
的盛有古酒的铜壶（中）（资料照片）。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西咸新区空
港新城岩村秦人墓葬的发掘结果，其中引人瞩目
的是在一件密封较好的铜壶里，发现了距今
2000多年的古酒。 新华社发

3月18日，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
南村，侗族同胞在油菜花田里舞草龙，为新的一年
讨个好彩头。

当日是农历二月初二，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
民俗活动。 新华社发（黄勇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