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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12月8日电（记者程大雨 江亚
平）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8日说，朝鲜7日下
午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
的试验”。

朝中社8日援引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的声
明报道说，国防科学院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会汇报了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试验的“成功
结果”。报道没有提及试验具体内容。

声明还说，“这次进行的重大试验的结
果不久后将在再次改变朝鲜的战略地位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一次
“非常重大的试验”

共同社8日报道，安倍仍然希
望在美国与伊朗之间起到桥梁作
用，“发挥存在感”。如果鲁哈尼成
行，安倍可能与他谈及日本向中东
派遣自卫队执行护航任务，寻求伊
朗方面理解。

多名日本官员告诉共同社，日本
政府7日敲定方针，拟就伊朗总统访
日寻求美国的“理解与协作”。

日本分别与伊朗、美国保持友
好关系。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和追加对伊朗
制裁。受制裁影响，日本停止从伊
朗购买原油。

按照一名日本消息人士的说法，

日方认为如果无法取得“与伊朗对立
的美国特朗普政府”赞同，鲁哈尼12
月访问日本之行“很难实现”。

就伊朗总统访日一事，预期日本
政府今后一周内经由外交渠道，正式
向美国作出说明。另外，安倍也在考
虑与特朗普通电话。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日在
记者会上强调，就鲁哈尼访问日本，

“尚未敲定任何事项”。另一名日本
外务省官员说，此事仍有不确定因
素，“如果没有确认美国意向就迎接
（鲁哈尼），可能对日美关系造成严
重影响”。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政府官员披露，日本正在筹
备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日本一事，打
算近期游说美国。不过，多名外交消
息人士7日告诉共同社，就日本上述
外交举措，美国已经向日本“表达赞同
意见”。

美国敦促日方，把鲁哈尼与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内容“与美
方共享”。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
格希3日访日期间表示，希望促成鲁
哈尼访日。日本和伊朗方面随即磋商
具体安排，可能把鲁哈尼访问日期定
在12月20日前后。

如果成行，这将是伊朗总统时隔

19年再次访日。上一次是2000年10
月，伊朗时任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
哈塔米访问日本。

安倍6月访问伊朗，成为40年来
访问伊朗的首名日本首相。日本媒
体报道，安倍试图帮助缓和美国与伊
朗的紧张关系，但那次访问没有能取
得突破。安倍访问期间，日本一艘油
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的阿曼
湾海域遇袭。

美国在海湾水域组建所谓“护航
联盟”，号召多国参与。日本没有响
应美方号召，考虑自己单干，有意派
遣一艘驱逐舰和一架巡逻机以搜集
情报、保护商船。

外交消息人
士7日披露，就伊
朗总统哈桑·鲁哈
尼即将访问日本
一事，美国已经向
日本“表达赞同意
见”。

多名日本官
员先前说，日方认
为如果无法获得
美国首肯，伊朗总
统访问日本之行
“很难实现”。

伊朗总统即将访日，美国没意见？
已亮绿灯？ 小心翼翼

伊朗与美国交换在押人员

这张发布在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
扎里夫社交媒体账号上的照片显示，12月7日，
他与伊朗籍科学家马苏德·苏莱曼尼（右）在瑞士
苏黎世机场合影，准备飞往伊朗德黑兰。

伊朗和美国7日各自释放一名来自对方国家
的在押人员。 新华社/美联

美国 日本

“诺曼底模式”峰会今日重启

乌克兰问题能否“柳暗花明”

综合媒体报道，各方将在这次四
国峰会上就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释
放被扣人员、乌东部停火、乌俄边境
控制权等议题谈判。俄罗斯和欧盟
官员已就峰会成果表达期待。

分析人士认为，峰会可能难以就
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实质问题达成具

有法律意义的路线图，但会在局部问
题上达成共识，比如互换战俘、撤出
重型武器、乌方承诺落实“施泰因迈
尔模式”等。

不过，就落实“施泰因迈尔模式”，
乌政府可能在国内遭遇巨大阻力。乌
克兰方面10月1日在同意实施“施泰

因迈尔模式”的文件上签字后，国内多
地爆发示威，抗议政府作出让步。

另外，这次四国峰会可能进一步
强化俄欧关系、俄乌关系缓和态势。
预计峰会举办后，俄欧乌三方将签署
天然气供应合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国会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持续发酵，美乌
关系受到影响，美国暂停对乌援助，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和美国政府乌克
兰问题特使这两个位置至今空缺。
美国在乌东部问题将施加何种影响
值得关注。

孙萍（新华社专特稿）

今年以来，乌克兰东部危机迎来
解冻契机。

首先，乌克兰3月举行总统选
举，新总统泽连斯基就东部地位问
题的立场相对温和。他承诺在东
部实现和平，而要达成这个目标首
先要通过“诺曼底模式”举行四方
会谈，然后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
接对话。

其次，俄欧关系缓和为东部危机
解冻创造条件。法国总统马克龙认
为，欧洲应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重新思考对俄关系，不应再充当
俄美博弈舞台。德国也多次表示支
持重启“诺曼底模式”峰会。

第三，对俄罗斯而言，积极参与
化解乌克兰东部危机的政治进程有
利于进一步缓和与欧盟关系，发展对

欧经济合作，推动欧盟放松甚至解除
经济制裁。

近几个月，各方为再度举行
“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创造条
件。俄乌双方互释善意，包括元首
通话、释放所扣人员和船只等。乌
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10月 1日
在明斯克就乌东部地区按照“施泰
因迈尔模式”举行选举、给予这一

地区特殊地位以及从冲突点撤军
达成一致。

“施泰因迈尔模式”由时任德国
外长、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2015年
提出，涉及乌东部地区按照欧安组织
标准举行地方选举后获得特殊地位
等问题。乌方同意实施这一模式，这
也是俄罗斯为“诺曼底模式”峰会重
启设置的关键条件。

2014年 4月，乌克兰东部顿巴
斯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
州）爆发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大规
模冲突。同年6月，时任法国总统奥
朗德以举办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
仪式为契机，邀请俄罗斯、德国、乌克
兰领导人在诺曼底磋商，开创“诺曼
底模式”。

首次“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
的最大成果是决定成立由乌克兰、
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

安组织）组成的三方联络小组，负
责落实峰会达成的共识，具体磋商
如何停火、撤出重武器等细节。乌
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与乌东部
民间武装2014年 9月在白俄罗斯
首都明斯克签署包括停火协议在
内的议定书（明斯克协议）。由于
冲突双方严重缺乏互信，停火未得
到严格执行。

首次峰会以来，四方在这一机制
下展开不同级别、不同形式的磋商，

先后在意大利米兰、白俄罗斯明斯
克、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举行四次峰
会，其中最有成效的是2015年2月
举行的明斯克峰会。各方当时签署
新明斯克协议，就停火和东部地区政
治安排等达成一致。

只是，新明斯克协议最大的问
题是没有规定谁先履行条约，导致
冲突双方均指责对方未履行条约，
乌克兰东部地区小规模交火至今依
然时有发生。乌克兰政府要求先安

全后政治，即东部地区武装人员和
重武器先行撤出，乌政府恢复对乌
俄边境顿巴斯段的控制权，然后再
讨论给予东部地区特殊地位等政治
安排。但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民间
武装要求先政治后安全，即先以法
律形式确认东部地区特殊地位，再
谈安全。

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诺曼底模
式”四国峰会自2016年柏林峰会后
没再举行。

旨在解决乌克兰
东部冲突的第六次“诺
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定
于 9日在法国举行，这
将是俄乌德法四方三
年来首次在这一机制
下举行峰会。

各方对这次峰会抱
有期待，但分析人士认
为，峰会可能难以就政
治和安全方面的实质问
题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
路线图，但会在互换战
俘、撤出重型武器、乌方
承诺落实“施泰因迈尔
模式”等局部问题上达
成共识。

中断三年 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双方谁也没真正履行条约

迎来契机 俄罗斯想推动欧盟放松甚至解除经济制裁

成果有限？ 很难在实质问题上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路线图

12月8日，在印度新德里，救援人员前往火
灾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新德里12月8日电（记者胡晓明 赵
旭）印度新德里警方说，8日凌晨新德里北部地区
一座四层商业建筑失火，现已造成至少43人丧
生、多人受伤。

据消防官员介绍，死伤者多为正在楼内休息
的务工人员，主要来自东部比哈尔邦。消防人员
抵达时，商业楼正门被锁，人们从楼内呼喊求助。
现场弥漫烟雾和有毒气体。

大火已被扑灭，救援工作仍在进行。由于通
道狭窄，救援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账户发
文，称这起事故是一个“悲剧”，对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表示悲痛，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表示当局“正
在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有关部门已经对失火原因展开调查。

印度新德里一商业建筑失火
已致43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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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创业论坛展示海南机遇。9
月24日，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
以“自贸海南，创启未来”为主题的
2019年海南创业高峰论坛在海口举
行。来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院长迟福林、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
等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300多位
来自政府、企业、社会服务机构的领
导、专家、企业家、创业者代表出席论
坛。论坛从创业的视角，洞悉海南现
状，把准时代脉搏，谋划海南未来，为
创业者们提供一场高端的思想盛宴，
也为省内外展现一个充满无限机遇
的海南。

力推消费扶贫动员社会参与。7
月27日，主题为“十年海创，爱心扶
贫”的2019爱心扶贫‘海创’大集市在
海口明珠广场“开市”，来自9个市县
的贫困户、扶贫企业和扶贫创业项目
带来了近100种扶贫农副产品和工艺
品，吸引了1200多名市民竞相购买。
8月17日，2019“海创十年”创业成果
展举办，成果展将大赛10年来参赛的
优秀项目产品进行现场展示和售卖，
同时为扶贫产品开设专区，为项目和
市场提供了有效的对接机会。

赛后跟踪促进项目落地生根。
2019年大赛特别注重对落地性好、
发展前景广阔的项目进行帮扶，在比
赛结束后对优秀项目进行跟踪，主动
为项目导入资源，助力项目更好更快
发展。10月21日，举办创投及服务
对接会，40多个优秀项目参加，达成
投资意向12家次、入园意向9家次，
省外企业组一等奖项目“来画视频”
项目现已成功落地海南；11月23日，
联合省工商联、省建行举办投资“政、
银、企”对接服务会，为项目找市场、
找资金牵线搭桥。

“一大批优秀创业项目在‘海创
杯’海南创业大赛的催化下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大量创业者们扎根基
层、服务海南，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角’，他们把个人理想
汇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洪流，激发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新动能。而我们也将牢记自己
的使命，为他们的发展和海南的腾
飞做出创业服务工作者应有的时代
贡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
组成员、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党组书
记、局长赵微说。

推陈出新 拓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
——2019第十届“海创杯”海南创业大赛综述

10月20日，由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
厅、省扶贫工作办公室、共
青团海南省委、省妇女联合
会等五部门主办，由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承办的2019第
十届“海创杯”海南创业大
赛圆满落幕。自6月6日启
动以来，第十届海南创业大
赛历时4个多月，共吸引来
自全国的1700多个项目共
5000多人参赛，覆盖全省
及省外20多个城市，是创
办以来参与度最高、涉及地
域最广的一届比赛。10届
赛事，共有 1万多个项目、
3.5万多名参赛者参与，大
赛点燃的“创业”之火渐成
燎原之势。站在新的起点
上，2019年大赛着力创新
突破，拓展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广度和深度，用更宽的
视野谋划推进创业工作。

省外赛吸引优秀项目人才来琼。本届大
赛首次在广州、武汉两地设立分站赛，来自广
东、湖北、北京、天津、福建、湖南、河南等省市
的285个项目报名参赛，项目涉及AI识别、
芯片开发、3D动画、应用机器人等新兴技术
领域。经过激烈的初赛路演，46个项目入围
决赛。省外企业组决赛评委、北京博伟智鸿
投资合伙人李进河说：“主办方今年将赛区延
伸到省外，是实现政府、省内创业企业、省外
创业企业‘多赢’的举措，促进了省内外创业
团队相互交流，让更多国内优秀创业企业了
解海南，吸引他们来海南发展。”

扶贫专项赛助力我省脱贫攻坚。面向
全省征集贫困村产业开发项目，是本届大
赛的特色之一，共有81个扶贫项目报名，
涉及16个市县的贫困村。有来自文昌水
北村的乡村振兴项目，有来自琼中的水山
栏芋香红米种植项目，有“火山石斛”项目
……一个个优秀扶贫项目，寄托着农民的
脱贫致富梦。“优秀的扶贫项目相对来说是
比较多的，通过在大赛平台上的宣传，能够
使其得到更多的认可，同时好的项目可以
引入乡镇，从而实现乡镇扶贫和乡村振兴
目标，”扶贫专项赛决赛评委吴坤仁说。

用比赛引领创业新兴业态发展。第十
届“海创杯”海南创业大赛决赛，从高大上
的量心再生资源智能回收系统、光交互项
目、一站式环保管家，到接地气的槟榔叶餐
具、旅游景区直通车、竹狸养殖等，一个个
精彩项目轮番登台一展风采。优秀人才、
优质创意项目也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海
南建自贸区自贸港，给许多项目带来机遇，
让他们看到了更广阔的空发展空间，市场
可以不只在国内，还可以通过海南扩展到
东南亚，甚至全世界。”省外企业组决赛评
委、鲲腾基金创始合伙人陈勇表示。

深入基层发掘优秀创业项目。2019
年大赛的发动阶段，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组
织专家深入市县，实地考察当地创业活动
开展情况，认真挖掘优秀项目参与大赛。
本届大赛，海口、三亚、儋州、澄迈、东方、五
指山6个市县举办了路演初赛，其中，东方
和五指山为首次举办，为基层创业项目搭
建起交流展示平台。“通过本次大赛提高我
们的知名度，让政府和更多的企业认识我
们，从而扩大我们的销售门路。”来自五指
山市的蜘蛛养殖项目负责人王积英说。

将创业服务贯穿于大赛全程。70余项
活动贯穿了大赛的每一个阶段和过程，创
业服务的脚步遍及琼中、白沙、保亭等10
多个市县的贫困村。在澄迈才存村，指导
贫困户科学扩大蛋鸡饲养规模；在白沙对
俄村，将电商销售理念传授给当地致富带
头人；在定安高塘村，鼓励农民利用反季节
养殖澳洲龙虾，更好更快地实现脱贫致
富。不仅如此，还有1场“海创客”马拉松、
3期省外考察，5期“海创汇”大讲堂、5期

“海创”沙龙、30场创业指导帮扶活动……

创业服务在2019年遍地开花，精彩纷呈。
紧抓创业者与工作人员能力提升。打

造“海创学院”品牌，将创业者培训、参赛选
手培训、创业导师和创业服务人员培训融入
其中。针对创业者、参赛选手和创业服务人
员举办了2场省内培训；针对创业导师和创
业服务人员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举办了1
期省外培训班；组织创业导师和创业服务人
员到深圳、厦门、成都等地进行考察学习，通
过邀请知名专家授课、现场观摩教学等方
式，有效提升了创业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

在担当中健全完善创业工作体系

在创新中探寻海南特色创业之路

在开拓中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A

B

C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