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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国际文传
电讯社，普京和特朗普在巴黎的简短
交谈没有涉及《中导条约》。

外界原本期待普京和特朗普在
巴黎商讨《中导条约》事宜。特朗普
上月指认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认
定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宣布
美国将退出这一“冷战”时期达成的
军控条约。

就《中导条约》，普京接受俄媒体
专访时说，希望与美方恢复全面磋商。

普京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准备
对话，要退出《中导条约》的不是我
们”，而且美俄双方都致力于恢复对
话。他说，在高级别或最高级别对话
之外，“更重要的是专家级别对话”，

“希望能恢复全面磋商”。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

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上
世纪80年代由苏美两国领导人签
署，规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
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普京还希望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对话化解军事演习引发的争议。他
说，总体上，俄方“冷静对待”北约在俄
边境附近军演，已尽力避免在北约成
员国边境附近举行大规模演习。“我们
最近的大型演习都在（俄罗斯）东部，
距北约成员国边境数千公里。”

普京说，希望与北约保持对话，
期待这种对话发挥积极作用。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为了防
止普京和特朗普“抢头条”，法方对当
天爱丽舍宫工作午餐的座位安排做
了“手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俄方代表
团成员为消息源报道，普京和特朗普
原本应分别坐在马克龙两侧，法方调
整座位安排，让两人隔着桌子相对而
坐，难以交谈。坐在普京身边的是欧
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尽管如此，俄罗斯记者当天晚些

时候问普京是否有机会与特朗普交
谈，普京说“是”，谈得“还行”。

据爱丽舍宫和美国白宫消息，马克
龙、特朗普、普京和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共进午餐时泛泛讨论多个议
题，包括涉及叙利亚、伊朗、沙特阿拉
伯等国的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事务。

虽然在巴黎没能“单聊”，普京和

特朗普有望11月底12月初在阿根
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

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11日说，俄美尚未就两人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会晤达成“具体
协议”。美方条件不断变化，俄方或许
会作出调整，“我们无法确认任何事”。

他说，俄美首脑会晤筹备工作不
断推迟，加大两国关系的“互信赤字”。

竖拇指

一战结束百年纪念仪式在凯旋
门附近举行。法新社报道，普京是
最后一名抵达现场的外国领导人。

走向观礼台第一排的位置时，
普京微笑着与特朗普握手，朝对方
竖起大拇指，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国际媒体先前报道，俄美首脑
有意借助这一多边活动举行双边会
晤。只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投票
日前一天，特朗普说，“可能不会”与
普京会晤。俄方稍后说，两人“肯
定”会见面，可能只是边走边谈。

普京11日早些时候接受俄罗
斯电视台专访时证实，他和特朗普
不作双边会晤，是为了避免抢东道
主、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的风头。“我们同意不打乱主办方
的工作日程，应他们要求将不组织
任何会晤。”

普京和特朗普曾数次在多边场
合会晤，今年7月16日在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首次正式会晤。

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会晤后的
联合记者会上否认美国情报部门
所作结论、即所谓俄罗斯“干预”
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在国内触
发舆论风暴。特朗普次日改口，
说那是口误。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11日说，当天在法
国首都巴黎参加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
期间，他与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作简短而良好
的交谈。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
和特朗普没有谈及《中导
条约》。普京说，希望与美
方就这一军备控制条约恢
复全面磋商。

普京与特朗普在一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上碰面

不容易！俄美首脑巴黎简短交谈

经济学人智库报告显示

中国受访者对国家未来最乐观

中国、印度尼
西亚和越南七成以
上的公民认为国家
正在变得更好

卡舒吉遇害案“猛料”不断

土耳其再“将一军”美国催沙特追责

沙特阿拉伯记
者卡舒吉遇害案仍
在发酵。土耳其称
已将案件相关录音
交给沙特、美国等
国；美国国务院11日
说，美方已敦促沙特
追究涉案人员责任。

分析人士认为，
就案件进展看，土方
今后还可能爆出更
多“猛料”。土美沙
三角关系中的亲疏
远近，也在发生微妙
变化。

美国声称要追责

美国国务院11日发表声明说，
国务卿蓬佩奥当天与沙特王储穆
罕默德通电话时提出，美国将追究
卡舒吉案所有涉案人员责任，沙特
也“必须”这样做。

就在前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表示，土方已将卡舒吉案相关
录音交给沙特、美国、德国、法国和
英国。他在当天发表的电视讲话
中说，“毫无疑问”，沙特派往伊斯
坦布尔的15人行动小组知道谁杀
害了卡舒吉及其遗体的去向。

卡舒吉曾为《华盛顿邮报》等多
家媒体供稿，近年来常对沙特政府的
政策持不同看法。10月2日，59岁的
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办理结婚相关手续，随即失踪。

沙特方面起初称卡舒吉当天
离开了领事馆，后改称他死于领事
馆内一场斗殴，再后又改口，承认他
死于谋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沙
特在处理卡舒吉遇害案上的表现

“很差”，是“最糟糕的遮掩行为”。

土方施压控节奏

卡舒吉案发生后，就有土耳
其媒体爆出土方掌握相关录音
资料。分析人士认为，埃尔多安
如今才“官宣”，说明土方试图控
制事件发酵节奏，以便向美国和
沙特逐渐施压，借此最大限度地
实现自身利益。

到目前为止，土方的策略已
取得一些效果。一方面，土方通
过这种有节奏地、持续透露案件
细节的方式，让美国和沙特陷入
被动，没办法“快刀斩乱麻”以及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另一方面，针对卡舒吉案，

沙特已经数次改口，承认这是
一起谋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也
数次转变态度，从爽快为沙特
辩护，变成公开批评沙特。美
国国内要求美政府停止与沙
特的军火交易、停止为沙特领
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
行动提供军事协助的呼声也
日益高涨。

沙特周旋靠国王

从埃尔多安多次亲自出面说
明案情可以看出，土方并没有把这
起案件作为普通刑事案件或外交
事件来处理，而是上升到国家最高
层面来对待。

再看沙特和美国，处理案件的
层级也都上升到最高领导人级别。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亲自致电英法
等国领导人，向他们说明案情的调
查和处理情况；特朗普不仅专门派
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沙特和土耳其，
还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前往
伊斯坦布尔“坐镇”相关调查。

在中东局势错综复杂的大背
景下，卡舒吉案对地区局势和大国
关系可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相关各方的不同态度与做法，
不仅涉及各自的利益考量，更暴露
出各方之间的矛盾与纠葛。从案
件进展看，不能排除土方今后爆出
更多“猛料”的可能，土美沙的关系
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月23日在
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议会党团会议
上说，调查表明卡舒吉死于政治谋杀。

埃尔多安介绍，谋杀行动在卡舒
吉死亡前数天便已开始。案发前，15
名沙特人分三批飞抵伊斯坦布尔，其
中包括情报人员、安全人员以及法
医。他们先于卡舒吉进入沙特驻伊斯
坦布尔领事馆。领事馆周边监控视频
显示，卡舒吉 10 月 2 日下午进入领事
馆后再也没有出来。当天晚些时候，
这15名嫌疑人离开土耳其返回沙特。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
室10月31日首次正式对外公布卡舒吉
遇害细节。据介绍，卡舒吉进入沙特领
事馆后即遇害，遗体随后遭肢解和损毁。

随着事件不断发酵，沙特的国际
形象严重受损。德、法、英等西方国家
要求沙特澄清事实，德国和加拿大还
表示要冻结对沙特的武器出口。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顿涅
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民间武装不顾
乌克兰政府反对，11日举行地方领导
人和立法机构选举。

12日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地的
分离主义势力代表将如预期获胜。乌
克兰政府认定选举不合法；法、德、美
国声援乌政府，谴责选举“破坏乌克兰
主权和领土完整”。

乌东部推进选举
截至12日下午，初步计票结果显

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民间武装
现任代理领导人丹尼斯·普希林和列
昂尼德·帕谢奇尼克分别以 61%和
68%的得票率当选；两地选举投票率
分别是80%和77%。

经联合国调停和法、德、俄、乌四国
政府组成的“诺曼底机制”磋商，乌东部
冲突各方2015年2月在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大规模冲突得
到控制，但沿着停火线的小规模交火
至今不断。冲突爆发以来，上万人丧
生。“诺曼底机制”磋商迄今停滞两年。

乌法德美不认可
乌克兰外交部11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自行举行
的选举“破坏明斯克停火协议，没有任
何法律依据，因而无效，乌克兰政府不
认可选举结果”。

德国政府随后发表一份默克尔和
马克龙的联合声明，指认“顿涅茨克和
卢甘斯克部分地区举行的非法选举
……不符合2015年2月达成的明斯
克协议和‘诺曼底机制’四国政府首脑
声明的精神”。

俄罗斯“不阻止”
俄罗斯政府认为，乌东部两地选

举没有违反明斯克协议，可以填补顿
涅茨克民间武装领导人扎哈尔琴科遇
刺身亡留下的“权力真空”。

俄方一直否认介入乌东部局势，
称无权阻止东乌选举。2014年3月
克里米亚经由公民投票决定脱离乌
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美国和欧盟
指认俄方“非法吞并”克里米亚、支持
乌东部民间武装，对俄施加严厉经
济和金融制裁。

杜鹃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乌克兰东部“选举”
法德美俄再显对立

屡次公开“叫板”默克尔

德国内政部长
欲辞基社盟主席

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多名消息人士11日披露，
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将辞去基社盟主席职务。

德新社预期泽霍费尔本周就辞任党主席发表
声明。基社盟定于明年1月选举新主席，马库斯·
泽德最有可能接任。

基社盟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领导基
督教民主联盟的姊妹党。两党合称联盟党，今年
3月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泽霍费尔打算辞任基社盟党主席，正值德国政
坛动荡时期。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近期在南部巴
伐利亚州和西部黑森州接连受挫。默克尔随后宣
布，放弃在12月基民盟党主席选举中竞选连任。

泽霍费尔就移民、边境管控等议题屡次公开
“叫板”默克尔，两党将近70年的“盟友情”数次接
近破裂，使公众质疑政府内部团结，拉低执政联盟
的民意支持率。 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12日中午，
一架美军航母舰载机在冲绳县东南海域坠毁，机
上2人已获救。

这张视频截图显示的是11月3日，在日本岩
国附近海域，F-18战斗机停在美军“罗纳德·里
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 新华社/美联

一架美军航母舰载机
在冲绳附近海域坠毁

11月 11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
市，救援人员查看山石砸倒民房事件现场。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市10日凌晨发
生的山石滚落砸倒民房事件，截至11日共造成15
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 新华社/法新

巴西发生山石砸倒民房事件
造成15人死亡，包括3名儿童

新华社新德里11月12日电（记者胡晓明）
印度民航总局12日宣布，因未能通过强制性的
飞行前酒精测试，印度航空公司一名机长被吊销
飞行执照3年。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位现年56岁的机长名叫
阿尔温德·卡特帕利亚。他还是印度航空公司业
务主管。印航111航班原定11日下午2时45分
从印度首都新德里飞往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他酒
精测试结果超标，印航不得不临时安排另一名飞
行员执飞，导致该航班延误一小时。

印航一机长因未通过酒精测试
遭禁飞3年

通过对全球50个国家的公民进行调查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

12日发布全球调查最新报告
剖析当今社会如何满足公民需求，公民如何看待国家进步以及这种

进步与公民理想的社会愿景之间的关系

调查
发现

（据新华社伦敦11月12日电） 制图/孙发强

91.4％的中国受访

者认为中国将在未来
10年继续进步，朝着建
设更加美好的社会前进

与经合组织国
家相比，亚非新兴
经济体公民对国家
治理更为满意

其中

卡舒吉事件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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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美国达拉斯11月12日电（记者周舟）新
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12日在美国达拉
斯发布，美国超级计算机“顶点”蝉联冠军，中国超
算上榜总数仍居第一，且数量比上期进一步增加。

全球超算500强榜单每半年发布一次。本次
新榜单显示，美国能源部下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开
发的“顶点”再次登顶，并扩大了领先优势，其浮点运
算速度从半年前的每秒12.23亿亿次增加到每秒
14.35亿亿次。上期名列第三、由美能源部下属劳
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开发的“山脊”，晋级亚军。

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分
别位列第三、四名。德国超算“超级MUC－NG”
首次跻身十强，位列第八。这台安装在德国莱布
尼茨超算中心的超级计算机，由联想公司制造。

从上榜的超算总数看，中国从半年前的206
台增加到227台，占全部上榜超算总量的45％以
上。美国超算上榜总数为109台，创历史新低，但
在计算能力上继续保持优势。

榜单还显示，中国企业在全球十大超算制造
商中占据了前三名，其中联想以140台名列冠军，
浪潮以84台名列亚军，中科曙光以57台名列季
军。华为制造14台，位列第八。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始于1993年，由
国际组织“TOP500”编制，每半年发布一次，是给
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排座次的知名榜单。

上榜总数仍居第一

更多中国超级计算机
登上全球500强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