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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助力百年苏伊士运河再续辉煌

2015年8月，埃及在原有193公里
苏伊士运河河道的北段开通了新苏伊士
运河，长度为72公里。作为苏伊士运河
一部分的新运河为原有航道提供了双向
通航条件，将船只的通航等候时间从原
先的22小时缩短至11小时，并允许更
大船只通过，从而提升运河通航效率。
苏伊士运河也因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在今年8月举行的庆祝新苏伊士运
河通航四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时任苏伊士

运河管理局主席穆哈卜·马米什强调，苏
伊士区域的再度振兴不仅得益于新河道
的开通，更受益于中国—埃及苏伊士经
贸合作区的快速发展。

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
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建交63年以来，中埃务实合作深入发
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埃务
实合作获得新动能，双方围绕苏伊士运
河的合作也跃上新台阶。

始建于2008年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
作区位于苏赫奈泉港，是中国批准的第二
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经过十余载
耕耘，这里已从红海荒漠变为园区绿洲。

此间舆论认为，随着埃及“2030愿
景”和“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战略同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对接，已有150
年历史的苏伊士运河将迎来新的辉煌。

（据新华社开罗11月17日电 记
者吴丹妮 李碧念）

1956年10月，西方势力为争夺苏
伊士运河控制权武装入侵埃及，并引发
第二次中东战争，而中国坚定地站在了
埃及一边。

相关档案显示，1956 年 11月 10
日，周恩来总理致电时任埃及总统纳赛
尔。电文写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援埃及政府和埃
及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政府决定以
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无偿送给埃及，
来响应贵国政府最近的呼吁。”

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吉布
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深情回忆
说，当西方势力妄图夺去运河所有权
时，中国人民在北京集会声援埃及人
民，他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主持正
义、维护和平的景象。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快
速发展，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苏伊士运
河的需求越来越大，贡献也越来越大。

1997年，中国与埃及借助苏伊士
运河开展经济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年4月，中埃两国总理在北京共同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方同意运用
在发展沿海经济特区中取得的宝贵经
验帮助埃及在苏伊士湾西北区域内建
立经济特区。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的增加使中国
与苏伊士运河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
2003年为例，以吨位计算从中国出发
和前往中国的船只比前一年增加34%，
接近5300万吨，占当年通过苏伊士运
河船只总吨位的近10%。

埃及苏伊士运河
管理局17日在埃及东
北部伊斯梅利亚省举
行仪式，庆祝苏伊士运
河通航150周年。

埃及是第一个承
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
家和非洲国家，中埃建
交 63年来，两国始终
是好朋友、好伙伴、好
兄弟。而苏伊士运河
是中埃合作与友谊的
一个缩影，中国在苏伊
士运河发展的多个关
键节点都扮演了重要
角色。当前，在中埃共
建“一带一路”的大潮
中，苏伊士运河正迎来
新的辉煌。

150 年来，超过 130 万艘船舶通
过这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黄金水
道，运送货物超 286 亿吨，为埃及创
造财政收入1359亿美元。

目前，苏伊士运河海运集装箱运
输量占全球的 24.5%，全球约 10%的
海上贸易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

2015年8月，埃及在原有193公里
苏伊士运河河道的北段开通了新苏伊
士运河，长度为72公里。作为苏伊士
运河一部分的新运河为原有航道提供
了双向通航条件，将船只的通航等候
时间从原先的22小时缩短至11小时，
并允许更大船只通过，从而提升运河
通航效率。

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境内，是连
接地中海与红海的重要国际海运航
道。苏伊士运河于1859年由法国人
投资开凿，1869年11月17日正式开
通，这一天被定为运河通航纪念日。

（据新华社开罗11月17日电）

新发展时期中国全力助推

关键时期中国鼎力相助

黄金水道苏伊士运河

哈梅内伊支持提高汽油价格的决
定，同时呼吁伊朗官员避免提高其他
生活物资的价格。

美联社报道，这次示威反映伊朗
政府应对严峻经济形势的压力。

法新社报道，伊朗里亚尔近年大
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估计，伊朗经济今年将萎
缩9.5%，明年可能陷入滞胀。

按照伊朗总统鲁哈尼的说法，政
府需要向6000万贫困人口提供生活
补贴，“要么增加税收，要么减少现有
（汽油）补贴，将利润返还给需求迫切
的群体”。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哈梅内伊说，暴力示威正中敌对
势力下怀，特别提及得到美国支持的

“人民圣战者组织”。这一流亡团体一
直呼吁推翻伊朗政权。

“反革命（势力）和伊朗的敌人
一直支持针对伊朗安全的破坏活动

并在继续这么做，”他说，“不幸的是，
一些问题已经发生，一些人已经失去
生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
周末起对全国互联网施行限制，防止

暴力示威者继续串联。依据美国甲骨
文公司的说法，这是伊朗“迄今最大规
模的断网行动”。

美国白宫17日发表声明，谴责伊
朗当局对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器并阻断
互联网，“支持伊朗民众的和平示威”。

伊朗政府15日宣布上调汽油价
格并施行配给，汽油价格从每升1万里
亚尔（约合0.6元人民币）上调至1.5万
里亚尔（0.9元人民币），家用汽车每辆
每月限购60升汽油，超出部分需支付
更高费用。这一政策触发民众不满。

哈梅内伊17日在电视讲话中说，

涨价方案由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
参与的委员会共同决定，“我不是专家
……但会支持它。一些人肯定会不
满，但搞破坏并纵火不是（正常）人应
该做的事情，这是流氓行径。”

哈梅内伊把暴力示威者称作暴
徒，要求安全部门履行职责，同时呼吁

民众避免参与暴力活动。
不愿公开姓名的安全官员告诉伊

朗法尔斯通讯社记者，示威规模超过
8.7万人，执法部门逮捕大约1000人。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说，示威是
民众权利，但骚乱不是，当局不会容忍
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径。

伊朗暴力示威蔓延至百余座城镇，已有3人死亡、约1000人被捕

哈梅内伊：暴力示威正中敌对势力下怀
严防失控

暗指境外

挑战加剧

拉贾帕克萨宣誓就任斯里兰卡总统

“军事强人”承诺将优先保障国家安全
斯里兰卡当选总统

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18
日宣誓就职，承诺以保障
国家安全为优先事项。

他10年前领导政府
军击败分离主义武装泰
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
织，结束斯里兰卡内战，
被视为“军事强人”。

美韩启动第三轮
军费分摊谈判

美国与韩国就第11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
定的第三轮谈判18日在韩国启动，为期两天。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詹姆斯·德哈特
是美方谈判代表；曾在韩国财政部任职的前金融
委员会副委员长宋恩博充任韩方代表。

美国自1953年以来在韩国派驻军队，现有驻
军大约2.85万人。双方自1991年起先后签署10
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第10份协定经过漫
长谈判今年3月签订，将在12月31日到期。

今年10月，美韩就第11份协定的第二轮谈
判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举行。双方代表
激烈交锋，没有能弥合分歧，因而约定11月举行
第三轮谈判。韩国多个民间团体18日在首都首
尔街头举行集会，抗议美方施压韩方提高军费分
摊比例，“敲诈（韩国）纳税人的钱”。

多家媒体先前报道，美方要求韩方每年承担将
近50亿美元驻韩美军费用，是今年的5倍多。美方
所提涨幅让韩方难以接受。根据第10份协定，韩
方2019年分摊1.04万亿韩元（约合8.94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加8.2%。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这是11月18日在阿联酋迪拜航展上拍摄的
俄制飞机。

本届迪拜国际航空展于17日至21日在阿联
酋迪拜举行，各国著名品牌战机纷纷云集亮相。

新华社/法新

迪拜国际航空展“名机”云集

诺保障安全

斯里兰卡今年4月遭遇连环爆炸
袭击，致269人死亡，旅游业受重创。
拉贾帕克萨在竞选中主打“安全牌”，
承诺以强力手段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保障国家安全。

他所属反对党、人民阵线党发言
人克赫利亚·兰布克韦拉说，国家安全
以及提振经济是拉贾帕克萨的“核心
关切”。

拉贾帕克萨现年70岁，曾任前国
防和城市发展部常务秘书，是前总统
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弟弟。兄长
2005年至2015年执政期间，他作为国
防常务秘书领导政府军击败猛虎组
织，2009年结束多年内战。

他因击败猛虎组织广受占人口
多数的僧伽罗人支持。家人称他为

“终结者”。只是，部分西方国家指认
他领导的政府军在内战最后阶段侵

犯人权。
4月连环袭击不仅让安全成为民

众关切的头等大事，也累及经济。路
透社报道，受旅游业不景气等因素影
响，斯里兰卡陷入15年来最严重经济
衰退，选民希望新总统带领这一印度
洋岛国走出低迷。

拉贾帕克萨在竞选中承诺大幅降
低增值税税率，以刺激消费和经济增
长。只是，财政官员说，这将导致
6000亿卢比（约合33亿美元）国家税
收损失，而斯里兰卡当前正接受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一笔15亿美元的贷款
项目资助。

表和解意愿

多家媒体报道，17日发布的选举
结果显示，斯里兰卡选民投票按宗教
和种族划分，显现社会“分裂”。

拉贾帕克萨所获 52.25%的选票

主要得益于僧伽罗人支持，而他最主
要的竞争对手、执政联盟候选人萨吉
特·普雷马达萨获得泰米尔人和穆斯
林的支持，得票率为41.99%。斯里兰
卡大约2200万人口中，僧伽罗人占大
约 70%，泰米尔人和穆斯林分别占
15%和10%。

拉贾帕克萨胜选后显现和解姿
态。“我特别明白我是所有（斯里兰
卡）公民的总统，不只包括投票给我
的人，也包括没有投票支持我的人，”
他说，“我必须服务每一个人，不分种
族或宗教……我承诺将以公平的方
式履行职责。”

他说，斯里兰卡即将开始新征程，
所有斯里兰卡人都是其中一部分。

或兄弟联手？

拉贾帕克萨先前表示，如果获
胜，将提名兄长、前总统马欣达·拉贾

帕克萨为总理。马欣达曾两度出任
总统，依照斯里兰卡宪法，不能再次
竞选总统。

现任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

去年一度任命马欣达为总理，触发政

治危机，最终在斯里兰卡最高法院介

入后，马欣达辞职，遭解职的拉尼尔·

维克勒马辛哈“官复原职”。

德新社报道，现总理、执政联盟

统一国民阵线领导人维克勒马辛哈

领导的政府可以执政到明年年中，

除非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决定

自行解散，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半

岛电视台报道，总统到明年2月有权

依据宪法解散议会，从而提前举行

选举。

总统选举结果发布后，三名部长

辞职，包括财政部长曼加拉·萨马拉

维拉。美联社报道，这将使拉贾帕克

萨能够任命新部长。

王雪梅（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最高领袖大
阿亚图拉阿里·哈梅
内伊17日就近期街头
示威发声，支持政府
提高汽油价格，抨击
暴力破坏，暗示将以
强力手段恢复秩序。

伊朗官方媒体报
道，示威蔓延至 100
多座城镇，上百家银
行、商店遭洗劫或纵
火，包括警察在内的
3人死亡，大约1000
名示威者被捕。

埃及举行仪式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1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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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州再次发生枪击案
至少4死6伤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17日电（记者高山 黄
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弗雷斯诺市17日傍
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死亡、6人受伤。

当地警方对媒体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
18时左右，当时有大约35人在一民宅后院共同
观看球赛转播，袭击者偷偷潜入后对人群开枪，至
少10人被击中，其中3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后不
治身亡。目前还有6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有
人伤势严重。

这是加州4天来发生的第三起严重枪击事件。

英媒披露

英军高层掩盖驻外军队罪行
英国媒体17日援引一项机密调查报道，英国

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人频频在当地犯罪，但英
军高层为避人耳目，予以掩盖。

《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一份这家媒体参与的
机密调查。调查列举的证据显示，英军特种空降
部队和苏格兰高地警卫团军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犯有谋杀、殴打、折磨、性虐待囚犯等罪行。

调查人员说，英军高层出于政治目的，把这些
证据确凿的案件“束之高阁”。报道说，最新披露
的文件可能促使国际刑事法院介入调查。

英国驻阿富汗和伊拉克军队2003年以来先
后曝出多宗虐囚丑闻。英国公益律师组织和一家
设在德国柏林的民间团体2014年向国际刑事法
院指控英军在伊拉克“系统性”虐待囚犯和平民，
呼吁国际刑事法院介入调查。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新一期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发布
中国继续扩大上榜数量优势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记者周舟）新
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18日在美国丹
佛发布。美国继续在运算速度上领跑，中国继续
扩大上榜数量优势，在总算力上与美国进一步缩
小差距。

与今年6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发布的上期榜单
相比，全球超算格局变化不大。美国的“顶点”和

“山脊”再次拿下榜单冠亚军，中国的“神威·太湖
之光”和“天河二号”仍然分列三四位。中国境内
超算上榜数量连续五次蝉联第一，并继续扩大优
势，从半年前的219台增加到228台。从总算力
来看，中国超算占比32.3%，与美国差距从半年前
的8.5%减小至4.8%。此外，中国企业联想、中科
曙光和浪潮依然占据全球超算制造商前三位。

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曾多次夺得冠军，美
国“顶点”在2018年6月首次登顶后已连续四次
夺冠，但是比“神威·太湖之光”的运算速度优势并
未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