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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聚焦两大议题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启动
2020年后合作愿景，为APEC未来发
展确定方向。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部
长阿兹明·阿里日前表示，在“茂物目
标”成功的基础上，这一愿景文件将
指引亚太地区接下来至少20年的长
期发展方向，展望一个基于共同繁荣
的开放、充满活力和具有韧性的亚太
共同体。

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立了发
达经济体成员、发展中经济体成员分

别在2010年、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的“茂物目标”。

丘伟贤说，根据政策支持处的评
估，自“茂物目标”设立以来，亚太地区
的贸易自由化取得了显著进展，关税
水平下降明显，但农业关税的下降速
度远低于非农业关税。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的报告指
出，2020年后愿景应确保自由开放的
贸易和投资，继续促进可持续和包容
性增长，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

（据新华社吉隆坡11月 19日电
记者林昊 郁玮）

负责筹备今年APEC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的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副秘书长海里尔·亚赫里·雅各布日前
在媒体吹风会上说，此次会议的主题
是“激发人民潜能，共享具有韧性的繁
荣未来”，与会领导人将主要讨论
APEC成员如何采取措施，消除疫情对
卫生和经济领域的负面影响。

他表示，今年以来，作为2020年
APEC会议东道国，马来西亚以视频方
式举办了贸易、财政和中小企业部长
会等多场会议，为成员经济体协商疫
情应对方案提供了平台。

APEC下属经济研究机构政策支持
处预计，受新冠疫情冲击，亚太地区经济
今年将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政策
支持处负责人丘伟贤说，尽管疫情还未
结束，亚太地区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和
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这也为建设更有
韧性的经济和加强供应链提供了机会。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鲁哈
娜·马哈茂德认为，为促进区域经济复
苏，APEC成员需要在多个领域展开合
作，包括确保必要人员和物资往来、确
保供应链不受影响、为中小企业提供
支持、为民众提供培训等。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于20日以视频方式举行。本次会议
将重点关注亚太地区疫情应对和经济复苏，并将启动2020年后合作愿景，以代替将于今年年底到
期的“茂物目标”。分析人士认为，APEC有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推动多边主义合作，推动疫后经济
恢复，为亚太地区长期发展确定方向。

军费飙涨

英国目前年度国防预算将近420
亿英镑（3648.9亿元人民币）。按英国
首相府说法，这一国防开支增长将“巩
固英国作为欧洲最大、北约第二大防务
支出国的地位”，也是自冷战结束以来
英国最大规模国防开支增长。

法新社报道，英国军事研发投入将
增至接近60亿英镑（521.2 亿元人民
币），用于升级空中作战系统等。

约翰逊还将在讲话中宣布组建分
管人工智能的专门机构；召集“黑客”创
建国家网络部队；成立太空司令部保护
在轨卫星，并致力于2022年自主发射
火箭。

路透社报道，约翰逊此次讲话是介
绍英国30年来就外交和防务政策所作
最大规模综合评估的初步结论。该综
合评估的全面结论将于明年公布。

英国国家审计局统计，英国国防部
目前的装备预算存在 130 亿英镑
（1129.4亿元人民币）缺口。按英国广
播公司和《卫报》说法，综合评估明年公
布全面结论时，有望就削减军队规模、
减少坦克部署，同时加大武装无人机投
入、升级核武系统等方面提出建议，为
新增开支筹措资金。

英国首相鲍
里斯·约翰逊定于
19日向议会下院
发表线上讲话，宣
布今后 4年增加
165亿英镑（约合
1433 亿 元 人 民
币）国防开支，涨
幅堪称冷战结束
以来最大。约翰
逊在新冠疫情肆
虐之时决定涨军
费，认为“防务须
先行”，同时有意
提升英国国际影
响力。批评人士
指出，英国公共财
政已因疫情承压，
政府一面涨军费，
一面却削减国际
援助预算、不愿增
发福利救济。

今后4年增加165亿英镑国防开支

英国要涨军费 号称冷战后最高

11月18日，在美国纽约，店员在空荡荡的商店内等待顾客。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

国东部时间18日17时25分（北京时间19日6时25分），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
超过25万例，达250029例，累计确诊病例11485176例。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丹麦农业大臣莫恩斯·延森18日
宣布辞职。为防止由貂传人的变异新
冠病毒扩散，丹麦政府先前下令扑杀全
国养殖貂，招致批评。

延森1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我已通知首相想辞去政府职务，我不
再有议会党派的必要支持。”

他告诉丹麦广播电台：“显然，我的
部门犯了错，我会负起责任。”

延森所说“犯错”是指丹麦政府11
月4日下令扑杀全国养殖貂，涉及大约

1500万至1700万只貂。那时丹麦貂
养殖场出现多起貂将变异新冠病毒传
给人的病例，引发新变种可能影响新冠
疫苗效力的担忧。

丹麦媒体报道，丹麦法律只允许政
府下令扑杀染疫貂，而不是全面扑杀。
一些貂养殖者抗议政府这一决定，认为
这会终结貂养殖业。

延森上周承认，政府下令扑杀全部
养殖貂缺乏法律依据。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扑杀貂政策遭批 丹麦大臣辞职

印度尼西亚一名男子在家附近干
活时，一块陨石从天而降，砸破他家房
顶。他因祸得福，凭借这块异常罕见的
陨石发了财。

男子名为乔苏亚·胡塔加隆，现年
33岁，住在北苏门答腊省，以做棺材为
生，育有3个孩子。印尼《罗盘报》援引
胡塔加隆的话报道，他8月有一天在家
附近干活时，一块陨石砸进他家起居
室，“声音太大，我家部分房屋都晃起
来。我找了找，发现铁皮屋顶破了”。
鉴于“没人会故意从上面扔石头”，他

“强烈怀疑那块石头来自太空，正是许
多人所说的陨石”。他把陨石从废墟中
拿起来时，陨石“还热乎乎的”。街坊们
听到巨响，出于好奇，到他家看陨石。

英国《都市日报》18日报道，这块
陨石重2.1千克，经专家鉴定为一种极
其罕见的碳质球粒陨石，估计有大约
45亿年历史，估价大约140万英镑（约
合1217万元人民币）。

按照美国航天局说法，陨石很少落
入居民区，多数落点远离人居住的地
方。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陨石砸中民宅 印尼一男子收获“飞来横财”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5万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记
者刘品然）美国政府18日宣布对多名
伊朗官员和多个实体实施制裁，并威胁
在未来数周继续对伊施压。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宣
布制裁伊朗情报和安全部长马哈茂德·
阿拉维和两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
官。一同被制裁的还有一家慈善机构
及其领导层与50家涉及能源、矿产和
金融多个行业的附属实体。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

称，伊朗最高领袖通过该慈善机构来
奖赏其盟友，美国将继续制裁伊朗重
要官员及其收入来源。根据声明，受
制裁方在美国境内或受美方控制的资
产将被查封，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
交易，外国金融机构或个人与受制裁
方进行交易或向其提供支持也将面临
制裁风险。

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一份国务院
声明中还威胁称，美方将在未来数周内
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美国对伊朗高官和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

新华社旧金山11月18日电（记者
吴晓凌）美国联邦航空局18日宣布解
除对波音737 MAX机型的停飞令，
但表示该机型目前还不能立即复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当天发表声明
说，联邦航空局局长史蒂夫·迪克森已
签署命令解除对波音737 MAX机型
的停飞令，为该机型恢复商业运营铺
平了道路。

声明同时表示，波音737 MAX

机型目前还不能立即复飞。联邦航空
局将保留为停飞后所有新制造的波音
737 MAX飞机颁发适航证书和出口
适航证书的权力。

波音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停飞
令解除后，波音737 MAX机型将在
美国联邦航空局管辖范围内的航空公
司获准恢复运营，波音公司也将获准
开始交付飞机。联邦航空局发布的适
航令详细说明了美国的航空公司在恢

复运营前必须满足的要求，包括安装
软件升级、完成线束分离和改装、开展
飞行员培训并彻底完成飞机解封，使
飞机为恢复运营做好准备。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斯坦·迪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联
邦航空局解除对波音737 MAX机型
的停飞令是一个重要节点，波音公司

“将继续与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和客
户合作，以实现飞机在全球范围恢复

运营”。
2018年 10月和2019年 3月，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分别发生空难，总计346人
丧生，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随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停飞或禁飞737 MAX系列客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2019年 3月要求美
国各航空公司运营的所有波音 737
MAX系列飞机暂时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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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简称“亚太经合

组织”或“APEC”，是亚
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
最广、最具影响力的

经济合作机制

1989年 1月

时任澳大
利亚总理霍克
提议召开亚太
地区部长级会
议，讨论加强经
济合作问题

1989年 11月

澳大利亚、
美国、日本、韩
国、新西兰、加拿
大及当时的东盟
六国，在澳大利
亚首都堪培拉举
行亚太经合组织
首届部长级会
议，标志着这一
组织正式成立

1993年 11月

亚太经合组
织首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在美国
西雅图召开

亚太经合组织
共有 5 个层次的运
作机制：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部长级会
议；高官会；委员会
和工作组；秘书处。
其中，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是亚太经合组
织最高级别的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19日电）

美国解除波音737 MAX客机停飞令

AA

多重考量

约翰逊在首相府提前提供给媒体的讲话稿中说，他在
新冠疫情期间决定提高军费，“因为防务领域必须优先”。
他认为“国际局势比冷战以来任何时候都危险、具有高度
竞争性”，英国“需要全面提升能力”。增加军费是英国“结
束后撤的机遇”，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英政府称，增加军费有望在4年内每年创造至多1万
个就业岗位。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说：“国防将站在创造就
业岗位和商业机遇前沿，帮助我们从疫情中复苏。”

按路透社说法，英国政府有意寻求“脱欧”后在世界所
扮演角色，希望英国凭借尖端的现代军事和网络能力，在
全球合作和自由贸易新时期重振主导者的雄风。

BB

几方不满

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副所长马
尔科姆·查默斯说，军费涨幅超过他
和不少分析师预测。从实际增长规
模而言，涨幅大约在10%至15%之
间，为“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政
府后规模最大。

《卫报》指出，眼下英国公共财
政吃紧，最近刚有传言称政府有意
削减数十亿英镑的对外援助，已招
致一些资深保守党成员反对。

一些援助专家说，政府大涨军
费说明，对外援助预算根本不用被

“砍”。英国国际开发组织网络“邦
德”总监西蒙·斯塔林说：“今天所作
宣布说明，政府想要为特定领域找
到钱，就能找到。”

一些慈善机构不满英政府不愿
继续增发福利救济。英政府今年4
月宣布，向数百万贫困家庭每周增
发20英镑（173.8元人民币）救济金，
为期12个月，但不愿承诺继续实施
这一项目。英国国家儿童局首席执
行官安娜·福伊希特万说：“如果政
府能找到大笔额外资金，他们肯定
也能找到帮助危机中儿童的钱。”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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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陈海冰

1991年 11月
中国正式加入
亚太经合组织

11月18日，肩扛香蕉的青年在洪都拉斯埃尔普罗格雷索积水的道路上前行。
飓风“约塔”17日携狂风暴雨从加勒比海沿岸向内陆推进，造成房屋倒塌、树

木折断和洪水泛滥。洪都拉斯政府17日关闭了境内所有桥梁和道路，并新增600
个避难所，用来安置约1.3万名受灾民众。“约塔”还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分别造成
2人和1人死亡。中美洲地区共有17.5万人被疏散，一些受灾地区电力和通讯中
断。 新华社/法新

飓风“约塔”

新华社堪培拉11月19日电（记者
岳东兴 白旭）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安
格斯·坎贝尔19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
告说，共有25名澳现役或前国防军人
员涉嫌在阿富汗参与杀害囚犯和平民，
建议对其中19人展开刑事调查。

报告说，对2005年至2016年在阿
富汗执行任务的澳军人是否涉嫌战争罪
进行了历时4年的调查。调查发现，在驻
阿期间，有25名澳军人涉嫌参与23起杀
害囚犯和平民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共有
39人被杀害，另有2人被虐待。

报告说，这些事件都不是发生在激
烈战斗中。被杀人员有的是澳军在执行
任务时碰到的阿富汗当地人，大多数是
已经被抓和受到控制的人。调查还发
现，有年轻士兵在指挥官要求下射杀囚
犯，以完成第一次射杀训练。澳军人还
把武器放在“在行动中被杀的敌人”的尸
体旁，作为被杀者是“合法目标”的证据。

澳总理莫里森19日对当地媒体说，
澳政府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会将报告移
交给负责调查此事的特别检察官，并依
照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处理。

澳大利亚报告：

25名澳军人涉嫌在阿富汗参与杀害囚犯和平民

图为一架于图为一架于1111月月1818日试飞的日试飞的
波音波音737737 MAXMAX客机客机。。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日前，约翰逊在首相府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