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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斯塔纳3月20日电（记
者张继业）哈萨克斯坦议会两院联席
会议暨总统就职典礼20日在首都阿
斯塔纳举行，原议会上院议长托卡耶夫
根据宪法宣誓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

就职仪式于当地时间当日12时
在下议院举行。在首任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两院议员及政府官员的见证
下，托卡耶夫宣誓就职。

托卡耶夫随后发表演讲说，纳
扎尔巴耶夫自愿辞去国家元首职
务体现出他的政治高度。作为杰
出的改革家，纳扎尔巴耶夫将哈萨
克斯坦建设成现代化的先进国家。

托卡耶夫向纳扎尔巴耶夫授予
“人民英雄”称号并颁发“金星”勋
章。托卡耶夫表示，将保障纳扎尔巴
耶夫执政时战略与政策的延续性。

纳扎尔巴耶夫19日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但将留任执政党

“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以及国家
安全委员会主席。根据哈萨克斯坦宪
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应由上议院议长履
行总统职务，直到举行总统大选为止。

据哈通社消息，托卡耶夫1953年
5月生于阿拉木图，政治学博士，曾担
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哈萨克斯
坦外交部长、政府总理、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
哈萨克斯坦上议院议长等职务。

哈萨克斯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
20日通过将该国首都名称由阿斯塔
纳变更为努尔苏丹的宪法修正案，有
关建议是由新任总统托卡耶夫提交
的。根据哈宪法，宪法修正案还需经
过总统签字后才能生效。

托卡耶夫宣誓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
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首都名称由阿斯塔纳变更为努尔苏丹

多方介入

美联社报道，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19日
致信交通部督察长卡尔文·斯科韦尔，正式要
求审核波音737 MAX 8客机获得认证的
过程，以澄清“客观和详尽事实”。

作为政府监管机构，美国联邦航空局接
受交通部管辖。信件说，审核有助于联邦航
空局“确保有效执行安全流程”。

波音同一天回应说，将全力配合审核。
另据路透社报道，国会众议院运输和基

础设施委员会主席彼得·德法齐奥和成员里
克·拉森19日对斯科韦尔提出类似要求。这
两名民主党人要求审核联邦航空局为什么决
定“不修改飞行员培训项目和手册，以反映起
关键作用的飞行自动化系统所作调整”。

美国司法部已经先行着手调查波音接受
联邦航空局监管的情况。一名知情人士18
日披露，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大陪审团已向
参与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开发的某人发
出传票，要求后者提供电子邮件、信息和通信
文件。

美国国会打算最早下周就两起空难举行
听证会，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丹尼尔·埃尔韦
尔等政府官员出席。

美国媒体先前曝光，联邦航空局为减少
开支，2009年起把自身承担的部分检验业务

“授权”由飞机制造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承
担。波音737 MAX客机的部分安全检验程
序由波音工程师操作。

美国交通部19日宣布，交通部长赵小兰
已要求交通部督察长卡尔文·斯科韦尔对波
音737-8客机（属于737 MAX系列）的获批
过程展开审计。不过，欧洲联盟和加拿大坚
持对波音客机作独立调查。

美国司法部已经先行介入波音客机安全
监管调查。737 MAX 8型客机5个月内连
续发生两起空难，致大约350人殒命。

美交通部要求审计波音737-8飞机获批过程
欧洲联盟和加拿大坚持对波音客机作独立调查

巴西新任总统博索
纳罗19日到访白宫，与美
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
晤。特朗普在会晤后宣
布，美国将加强与巴西在
安全和经贸领域的合作，
并有意给予巴西“重要非
北约盟国”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此番
向巴西“示好”体现出美
国的多重考量：一方面美
国希望巴西能在委内瑞
拉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也希望将巴西
拉进自己的拉美阵营，扩
大美国的地区影响力。

特朗普称有意给予巴西“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

美国拉拢巴西有何用意？
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玫瑰园与

博索纳罗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
有意给予巴西“重要非北约盟国”地位，
甚至会考虑让巴西成为“北约盟友”。
美国会与“重要非北约盟国”进行只有
北约盟国才能享有的军事与财政合作。

白宫在随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

说，美巴致力于强化与巴西在安全与
经贸领域的合作。两国于18日签署
《技术保障协议》，允许美国公司使用
巴西境内位于赤道附近的卫星发射基
地。巴西还同意将给予美国公民赴巴

旅游免签入境待遇。
两位领导人均高调表示双边关系

进入“新阶段”。特朗普表示，美巴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博索纳罗则
称，这是过去几十年里首次有“不反

美”的巴西总统来到美国。
此访是博索纳罗1月就职后的首

次出访，也成为第一个将首访目的地
定在美国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去年
以“黑马”之势当选巴西新总统。他打
出契合民意的“严惩腐败、恢复治安”
的口号，宣称“巴西至上”。

分析人士认为，在过去 20 年
间，巴西和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
同属拉美地区左翼阵营，与美国一
直“不对付”。现在，随着明确表达

“亲美”意愿的博索纳罗上台，美国
看到了与巴西走近的可能性，随即
展现“招揽”姿态，满足自身的多重
利益需求。

首先，强化反马杜罗联盟。美
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员
詹姆斯·罗伯茨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美国企图拉拢委内瑞拉的邻国巴西
这一南美洲重要经济体，使其与哥
伦比亚和阿根廷一道反对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建立更加强大的反马
杜罗联盟。

其次，扩大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
响力。美国共和党政策分析师福特·
奥康奈尔对记者表示，美国明显希望
将尽可能多的拉美国家变成自己的

“盟友”，满足其在该地区获得更多利
益的诉求。

与此同时，巴西对美国也同样“有
所求”。从白宫声明及媒体报道中可
知，巴西寻求美国支持其加入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并希望美国进一步对
巴西开放市场，并在扩大双边贸易等
方面为其“开绿灯”。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
克里斯托弗·加尔迪耶里告诉新华
社记者，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疏远了
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诸多美国传
统盟友，而博索纳罗的上台让特朗
普有机会与一位南美大国领导人建
立亲密关系。

不过，双方若想继续拉近关系
也并非易事。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
上的观点相差较大，巴西国内的“反
美”声音依然强大。博索纳罗刚上
任时曾表示对在巴西建立美军基地

持“开放态度”，这番表态直接遭到
巴西军方的反对。博索纳罗此次访
美也在巴西社交媒体引发很大争
议。反对者认为巴西并未获得美国
的“平等”对待，博索纳罗的行为有

损巴西尊严。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丹·马哈菲认为，未来博索纳罗执政之
路绝非一片坦途，巴西政局和经济发展
情况都将对美巴关系走向产生影响。

（新华社华盛顿3月19日电 记者
刘晨 朱东阳 刘品然）

有需求 谋交换

欧加单查

尽管美国政府介入、波音宣
布整改，但欧盟和加拿大坚持自
行调查 737 MAX客机的安全
性。这可能导致 737 MAX复
飞进一步延迟。

欧盟航空安全局执行理
事帕特里克·基 19 日在欧洲
议会一场听证会上说，没有为
全部问题找到可接受的答案
前，不会允许 737 MAX 系列
客机复飞。

加拿大同一天宣布，今后
将独立验证 737 MAX系列的
安全性，而非依赖美国联邦航
空局的“背书”。加拿大将对
MCAS系统作“全面评估”，派
专家组协助美方审核已提出的
系统修改建议，同时评估是否
需要对系统作其他修改。

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
明，声称“美国和全世界现有和
过往航空安全纪录经由联邦航
空局稳健发展以及航空业界全
面合作而取得”。

波音2011年开始研发737
MAX系列客机，2017年开始交
付使用。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波音自纠

波音同一天宣布，对商用飞机部门作人
事调整。先前兼任部门副总裁和首席工程师
的约翰·汉密尔顿将只担任首席工程师，以

“全力投入正在进行中的事故调查”。
先前在波音工程、测试和技术组出任测

试和评估负责人的琳恩·霍珀将接替汉密尔
顿出任主管工程的副总裁。

路透社分析，上述人事调整显现波音作
为世界最大飞机制造商尽力在应对调查的同
时维持737系列客机生产。

全球航空运营商目前共运营大约370架
737 MAX系列飞机。波音对737 MAX系
列客机寄予厚望，原本打算今年让737 MAX
系列客机交付量占737客机总交付量的九成。

专家怀疑，去年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
空公司和本月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这两起空
难，可能归咎于737 MAX系列特有的防失速
系统“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MCAS
系统会在探测到上方气流与机翼形成的迎角
过大时自动触发，“旋转水平尾翼、下压机头”，
而飞行员难以越过MCAS系统重新掌控飞
机。暂无结论性证据认定两起空难相关。

消息人士16日披露，波音打算一周至10
天内发布MAX737 系列客机的升级软件。
为争取737 MAX系列早日复飞，波音承诺修
改飞行员训练项目。但是，按照路透社的说
法，美国国会打算在所有客机完成软件升级后
才让737 MAX系列复飞。这可能耗时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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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将制定人类基因编辑
国际治理框架

新华社日内瓦3月19日电（记者刘曲）世界
卫生组织19日在日内瓦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与
相关利益攸关方广泛协商，制定一个强有力的人
类基因编辑国际治理框架。

经过两天的审查和密集磋商，世卫组织新成
立的人类基因编辑全球治理和监督标准咨询委员
会得出结论，现阶段开展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
辑的临床应用是“不负责任的”。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一份声明中说：“基
因编辑为改善人类健康带来了新的前景，但同时
也伴随着一些伦理和医学上的风险……（世卫组
织）希望汇集一些世界最优秀的专家，就这一复杂
问题提供指导。”

按计划，委员会未来两年内将与包括患者群
体、民间团体、伦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在内的利益
攸关方进行一系列面对面和网络磋商，就制定人
类基因编辑国际治理框架咨询意见。世卫组织强
调，这一框架应具备可扩展、可持续的特点，并适
用于国际、地区、国家及地方各个层面。

委员会还一致同意，应创建人类基因编辑研
究的“中央登记体系”，以便为正在开展的工作建
立一个开放、透明的数据库。委员会要求世卫组
织立即着手开展这一工作。

3月19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阿联酋副总统
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在第二届全球空间大会
上发言。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19
日在阿布扎比宣布成立阿拉伯国家太空合作组织，
该组织首个项目是以阿联酋为基地，11个成员国
联合研制一颗人造卫星。 新华社/阿联酋通讯社

11个阿拉伯国家“组队”研制卫星

美国宣布制裁
委内瑞拉矿业总公司

新华社华盛顿3月19日电（记者刘晨 朱东
阳）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制裁委内瑞拉矿业总公
司及其总裁。

美财政部当天在声明中说，委内瑞拉矿业总
公司是该国唯一的国有黄金加工企业，主要通过
黄金加工与贸易支持马杜罗政府。该公司总裁阿
德里安·马塔2018年7月起任现职。

根据声明，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
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1月23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领导
人瓜伊多自任“临时总统”，获得美国政府承认。
1月28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实施制裁。为逼迫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美
方不断加大对委制裁力度。委内瑞拉政府谴责美
国对委制裁。

交易总额高达713亿美元

迪士尼“吞下”21世纪福克斯
重塑好莱坞格局

据新华社洛杉矶3月20日电 根据美国华特
迪士尼公司（简称迪士尼）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
声明，迪士尼收购21世纪福克斯的协议于美国东
部时间20日零点零2分正式生效。这项总额高达
713亿美元的交易将重塑好莱坞格局，原来拥有六
大电影公司的好莱坞将进入五大公司角逐时期。

交易生效后，迪士尼正式拥有21世纪福克斯
电影业务的控制权，其中包括20世纪福克斯公
司、福克斯探照灯影业等。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
影片版权和电影IP（知识财产）使用权将归迪士
尼所有，这意味着《阿凡达》《异形》等系列影片将
为迪士尼“吸金”，X战警、神奇四侠、死侍等漫威
人物将与迪士尼旗下漫威影业所拥有的众多超级
英雄一道，在国际电影市场上为迪士尼开疆拓土。

作为奥斯卡的常客，拍摄过《贫民窟的百万富
翁》《为奴十二年》《鸟人》《水形物语》等诸多奥斯
卡获奖影片的福克斯探照灯影业也有望为迪士尼
带来更多荣誉。在上个月举行的第91届奥斯卡
颁奖礼上，20世纪福克斯的《波希米亚狂想曲》、
福克斯探照灯的《宠儿》和迪士尼的《黑豹》拿下了
近半数奖项。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关注海南省“春风行动”
在2月15日至3月15日开展的2019

年“春风行动”活动中，全省就业部门组织
专场招聘45场，组织招聘企业1435家，
提供岗位7.19万个，吸引求职应聘2.3万
人（其中贫困劳动力4550人），得到社会
广泛赞誉和群众的充分肯定。

在前期筹备中，全省各市县深入村
庄了解劳动力的基本情况和求职需求，
建立就业信息台账；深入企业精心调查
摸底，用心收集企业用工需求、招聘计
划；春节前通过与广东省海南务工人员

服务协会的积极协调，组织广州、深圳、
东莞等地28家企业，搜集提供近6000
个普工为主的岗位。

在现场招聘环节，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首次将全省“春风行动”首场招聘会办
到了海南口味王公司东澳厂区，并要求

各市县就业局重点组织“进企业、进园
区、进村镇”招聘。各市县在招聘会上因
地制宜设置了海南口味王公司招聘专
区、琼粤劳务输出专区、职业技能展示区
等。各市县精心准备的海南菜肴制作、
中西式面点、砌墙工等技能展示受到求

职者青睐，现场报名培训踊跃。
为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全省在

发动各类媒体宣传报道的同时，还通过
系列创新手段，激励贫困群众走出去。3
月5日至3月7日，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组织在乐东志仲村等地举行3场“春风

行动”扶贫扶志现场巡回宣讲会。3月
14日，该局联合昌江县就业局在昌江鑫
龙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开展“就业扶贫
托起生活新希望”系列活动，巧妙地将演
出与就业扶贫政策宣传结合。

在“春风行动”中，我省促进稳定就

业的服务也层出不穷。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创新推出了颇受求职者青睐的招聘夜
市，并组织市县就业局赴广东建立儋州、
临高、东方等3个务工服务站，组织海口
与定安、三亚与乐东开展劳务协作对口
帮扶；大部分市县加快了务工奖补、职业
培训补贴等补贴发放速度，并通过建立
信息台账，跟踪就业需求和招聘企业用
工需求。

（策划/李辰骏 撰文/刘小俊 彭建
李辰骏）

转移就业促脱贫“春风行动”暖人心
——2019年海南省“春风行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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