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卢布尔雅那11

月13日电（记者 周玥）斯洛文
尼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13日
晚结束，独立候选人娜塔莎·
皮尔茨·穆萨尔以54%的得票
率战胜对手，当选斯洛文尼亚
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现年54岁的穆萨尔是一名
律师，她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
参选，但在第二轮投票中得到
了总理罗伯特·戈洛布所在的
中左翼自由运动党及其联盟
伙伴之一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穆萨尔预计将于12月23日
接替现任总统博鲁特·帕霍
尔，开始5年任期。

斯洛文尼亚迎来首位女总统

娜塔莎·皮尔茨·穆萨

尔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庆祝

当选。

新华社发

法国政府13日起加强法国与意大
利之间过境点的检查，以打击抵意移民
非法越境。此举发生在两国因移民救
援船停靠问题发生争吵之时，被媒体解
读为法方报复意方。

据美联社报道，13日上午，在意大
利边境城市文蒂米利亚与法国南部城
市芒通之间的过境点，大批移民睡在公
路桥下。连接法国与意大利的地中海
沿岸公路上，从法国往意大利方向的车
流顺畅，但从意大利往法国方向车道行
驶缓慢。法国警察几乎逢车必拦，要求
驾车人打开后备厢，对露营车等大型车
辆则上车检查。美联社说，此举旨在报
复意大利在移民问题上“踢皮球”。

近日，4艘载有总计约1000名移民
的救援船寻求在意大利靠岸，最终3艘

获准停靠。意方一度以不符合申请避难资
格为由拒绝接收其中部分移民，但在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发声后软化立场，截至8日
晚批准进港救援船上所有移民上岸。

第4艘救援船“海上维京”号在海上漂
了近3周，多次请求停靠意大利遭拒绝后，
向法国求助。船上载有在地中海上搭救的
200多名移民，他们大多从北非出发，在偷
渡至欧洲联盟国家途中遇险。
“海上维京”号获准于11日停靠法国

土伦港。据法新社报道，这是法国首次
允许从地中海救起非法移民的救援船靠
岸。法国痛斥意大利“自私”，决定退出
欧盟6月一项“分摊”非法移民和难民的
机制，并且宣布增派500人强化法意边境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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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内政大臣苏
拉·布雷弗曼即将造访法国首都巴黎，
就遏制英吉利海峡偷渡签署扩大合作
的协议，英方将增加经费支持以供法方
加强拦堵移民的力度。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4日报道，协
议内容包括法方将海岸巡逻人员从200
人增至300人；法方港口配备更多无人
机、夜视仪、监控摄像头、嗅探犬等，以
防堵乘船渡海或藏在卡车内从海底隧
道前往英国的移民；改善法方临时安置
和遣散偷渡移民的设施。为弥补法方
增加投入的成本，英方将付给法方的相
关款项从一年5500万英镑调高至6300
万英镑。

英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
有超过4万人搭乘小船偷渡英吉利海

峡试图登陆英国，刷新去年全年超过2.8
万人的历史纪录，几乎是2020年 8404人
的5倍。

不过，报道指出，英法扩大合作却不大
可能真正阻遏偷渡。自英国脱离欧洲联盟
以来，英法就如何打击英吉利海峡偷渡龃
龉频繁，互相指责对方“不负责”。英方称
法方未按照合作协议有效阻止移民偷渡，
法方则指认对方未依约“埋单”。大批移民
聚集在法国港口城市，等待机会穿越海峡
赴英国申请避难。英方近年来一大政策方
向就是把移民封堵在法国一侧。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国修订打击
偷渡合作协议的谈判几个月前已基本完
成，但法国政府希望英国产生“稳定政府”
之后再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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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大利“踢皮球”

法国收紧边境管控拦移民

应对移民潮吃力

英国拟“加钱”让法国拦堵

欧洲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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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日内瓦11月13日电（记者 陈俊侠 刘曲）《湿地
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完成各项议程，于13日闭幕。

本届大会在中国武汉主会场和瑞士日内瓦分会场同步举行。
会议期间共通过21项决议，其中包括中国提议的《设立国际红树
林中心》《将湿地保护和修复恢复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
小微湿地保护和管理》等三项决议，有力促进全球湿地保护事业高
质量发展。

大会还达成了“武汉宣言”和《2025—2030年全球湿地保护
战略框架》等多项重要成果。其中，《2025—2030年全球湿地保
护战略框架》明确，将确保第五期战略计划与第四期目标的一致
性和连续性，并聚焦湿地保护和修复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
全球环境挑战方面的作用，加快推进湿地保护和修复行动，遏制
湿地退化。

大会期间，中国积极履行主席国职责，全面做好会议主持、立
场协调、临时谈判组设立等各项主席工作，积极引领大会议题磋
商，促进大会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中国在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影响
力和塑造力。

大会确定津巴布韦将承办《湿地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
大会闭幕后，《湿地公约》召开了第61次常委会，中国当选常委会
主席，将在未来三年全面引领公约进程。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1月14日电（记者 陈畅）俄罗斯
副总理阿布拉姆琴科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2023年2月15日至6
月30日期间，俄罗斯向境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除外）出口粮食
配额将增加到2550万吨。

阿布拉姆琴科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说，俄经济发展部海关和
关税监管委员会同意农业部提出的2023年粮食出口配额建议。
俄罗斯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1.5亿吨，打破历史纪录。粮食不
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可增加出口。俄罗斯将努力减少向
国际市场出口的障碍。

阿布拉姆琴科还说，俄罗斯出口的粮食包括小麦、黑麦、大麦
和玉米。2022年俄小麦出口配额为800万吨，黑麦、大麦和玉米出
口配额为300万吨。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13
日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6人死亡、81人
受伤。土耳其内政部晚些时候通报，已抓
获一名嫌疑人。

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援引内政部长
苏莱曼·索伊卢的话报道，“（在爆炸现场）
留下炸弹的人已被抓获”，初步信息显示
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关联这起“恐怖
行动”。索伊卢没有发布嫌疑人的详细信
息，包括性别。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在爆炸发生后告诉媒体记者，尽管现在
不能断言爆炸就是恐怖袭击，但这起事件

有恐怖主义的迹象，“罪犯……将受到应
有的惩罚”。他还披露，初步信息显示“有
一名女子参与”袭击。

依据伊斯坦布尔省政府声明，爆炸大
约16时20分发生在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边
的独立大街。这一地区人流量较大。目
前五名伤者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
其中两人伤势危重。多家媒体报道，警方
在爆炸后封锁了大片地区，担心可能出现
第二次爆炸；直升机在市中心上空盘旋，
警报声响起。

爆炸后数小时，土耳其副总统福阿
德·奥克塔伊视察现场，承诺将“尽速”缉

凶。他说，“我们认为一名女子引爆了炸
弹”，这是一起“恐怖行动”。

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告诉
当地媒体，一名女子在一条长椅上坐了超
过40分钟才离开，留下一个袋子，而就在她
离开的1至2分钟后，爆炸发生。
“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在袋子中放了

（爆炸）装置然后引爆，要么是有人远程引
爆，”他说，“目前所有关于这名女子的信息
都在审查中。”截至13日晚，尚无个人或组
织“认领”袭击。2015年至2016年，伊斯坦
布尔等多座土耳其城市遭遇一波恐怖袭
击，数百人丧生。 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政府14日说，首都首尔梨泰院踩踏事故新增一名死者，
全部遇难人数升至158人。

韩联社援引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消息报道，新增死者
为一名20多岁的韩国女性。

事故遇难者中共有132名韩国人，其中130人已下葬；26名外
国遇难者中24人的遗体已运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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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曾因证件丢失等原因在法国巴
黎夏尔·戴高乐机场住了18年的男子日前
在这座机场病逝，享年77岁。正是根据这
名男子的经历，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
伯格拍摄了电影《幸福终点站》。

据美联社12日报道，这名男子名叫迈
赫兰·卡里米·纳赛里，当天中午时分因突
发心脏病在戴高乐机场2F航站楼去世。

纳赛里来自伊朗，1988年在戴高乐机
场中转时弄丢证明难民身份的证件，导致
他既不能继续旅行也不能出机场，甚至不
能被遣返。纳赛里只得在机场住了下来，
没想到一住就是18年。

年复一年，纳赛里睡在红色塑料长椅
上，和一些机场工作人员成了朋友。一支
非正式的支援团队为他提供食物、书籍和
收音机等用品。

1999年，法国政府给予纳赛里难民身
份，允许他住在法国，他却不愿离开机
场。他的律师当时说：“他不再想离开机
场，他害怕离开。”

2006年因为生病住院，纳赛里才真正
“入境”法国。出院后，他在一家收容所住
了一段时间，之后住进一家酒店。去世前
几星期，他又回到戴高乐机场居住。

纳赛里的经历被搬进美国电影《幸福
终点站》，这部电影的男主人公原型正是
纳赛里。法新社援引一名机场官员的话
报道，纳赛里因为这部电影得到一笔钱，
在花光了大部分钱后，他搬回机场居住，
去世时身上有几千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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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3

日电 印度洋与太平洋在这里交汇、交融，
多元文明在这里共生、共荣。如珍珠散落
于蔚蓝，如翡翠横跨赤道，“千岛之国”印
度尼西亚，用热带的海风、沙滩、阳光，迎
接远来的宾客。

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14日至17日
赴印尼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
人第十七次峰会。印尼各界对中国贵宾
热切期盼。

驶向命运与共的未来

元首外交为中印尼关系高位运行提
供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 2013 年和
2015 年两赴印尼，在 2013 年访问期间，
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7月，佐科总统第五次访华，也是北
京冬奥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两国
元首共同确立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的大方向。

习近平主席在双方会谈中强调，中国
和印尼发展阶段相似，共同利益相连，理
念道路相通，前途命运攸关。构建中印尼
命运共同体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普
遍期待。

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正驶入快车
道。双方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
续深化双边关系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
作“四轮驱动”新格局，共建“一带一路”如
火如荼，务实合作亮点纷呈。中国是印尼
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历史性
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同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尼以共建
命运共同体为统领，持续打造互利共赢的
典范、共同发展的样板、南南合作的先锋，
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亚太稳定繁
荣，助力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维护世界
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树立精诚合作的典范

街道上，一辆辆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
穿梭往来；商店里，众多中国品牌手机广
受欢迎；日常生活中，“印尼版支付宝”带
来便捷支付体验……在这里，中印尼友好
合作的热潮处处涌动，“中国元素”融入生
活点滴。

北起首都雅加达，南联西爪哇名城万
隆，全长142公里的雅万高铁是印尼第一
条高速铁路，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
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
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雅万高铁建成后，不仅让百姓生活提
速，也将让当地发展提速，有力带动沿线
地区打造“经济增长带”。

从绿色发展到数字转型，从“两国双

园”到“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中印尼
互利合作的沃土正培育出累累硕果，凝聚
成两国关系发展的务实纽带。

书写海上丝路的新篇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
演讲中首倡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描
绘合作共赢的时代愿景。一名印尼学者
感慨，正是那场演讲，“开启了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序幕”。

隔海相望，因海结缘。古老的海上丝
路见证了中印尼人民世代交往的历史图
卷，新时代的海上丝路为两国绘就了更光
明的合作愿景。

随着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印
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深入对接，两国务
实合作从经贸、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向航

天、基因工程等新兴领域拓展延伸，带动区
域互联互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敞开交融互鉴的心扉

“欢迎中国领导人的到来！希望印尼
和中国关系更加深厚！”印尼阿拉扎大学孔
子学院的青年学子们热切期待着习近平
主席的又一次印尼之行。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期间，
曾参观“中印尼友好”图片展并同两国青年
交流，寄语他们要搭建两国人民友谊的桥
梁。当时在阿拉扎大学学习汉语专业的舒
伟雅有幸参与交流，习近平主席对她的鼓
励让她铭记至今。现在，舒伟雅成为一名
高中中文教师，向更多年轻人传递着对中
国文化的热爱。
“金钱易得，朋友难求。”习近平主席

曾引用这句印尼民间谚语，形容两国人民
的真挚情谊为“千金难求的宝贵财富”。

完善全球治理的新兴力量

印着此次峰会主题“共同复苏、强劲复
苏”和G20标识等字样的旗帜、标识，装点
在巴厘岛各个会场和街头巷尾，预示这个
重要的多边会议即将拉开帷幕。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反
复延宕，世界经济出现下行，全球发展事业
面临挑战。国际社会期待本次峰会能够凝
聚共识、推进合作，为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提供指引，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
续、包容和平衡增长，注入信心。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出的声音、发挥的作
用日益受到瞩目。

时代之变深刻而宏阔。中国与世界共
行大道、命运与共的信念始终如一，求团
结、促发展、谋共赢的行动始终如一。面向
未来，中国将同各方一道，继续唱响和平发
展的时代强音，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稳
定力量，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 成欣）记者14日从国家国
际发展合作署获悉，中国政府向白俄罗斯援助的第七批共200万
剂新冠肺炎疫苗已于近日运抵。

在14日举行的疫苗交付仪式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
邓波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白双方守望相助、携手抗
疫。此次中方向白俄罗斯援助新一批2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是
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体现中方对两国关系的高
度重视和中国人民对白的坚定支持。

邓波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向153个国家和15
个国际组织提供大量抗疫物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超过22亿剂新冠肺炎疫苗，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
家的责任和担当，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方愿同包括白方
在内的所有国家一道，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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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武汉宣言”等多项重要成果

俄罗斯将提高明年粮食出口配额

韩国踩踏事故遇难者增至158人

我国援助白俄罗斯新冠肺炎疫苗

持续深化双边关系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四轮驱动”新格局

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乘上“高速列车”

11月13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印尼员工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雅万高铁资源管理中

心学习中国标准“简统化”接触网零部件装配工艺。 新华社发

电影《幸福终点站》

主人公原型病逝

近日，300辆由上汽通用五菱印

尼公司生产的新能源车Airev穿梭于

印度尼西亚G20峰会举办地巴厘岛，

作为会议的官方用车为各代表团和组

委会提供日常通勤服务。

图为11月13日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一处服务站拍摄的五菱新能

源车。

新华社发

土耳其抓获伊斯坦布尔爆炸袭击嫌疑人

中国新能源汽车

亮相巴厘岛

俄副外长：

无法接受撤军作为谈判先决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
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14日表示，俄方无法接受将撤军作为就
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日报
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前往赫尔松州首府赫尔松市。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14日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俄方无法接受将撤军作为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
的先决条件。他强调，俄总统普京一再表示，俄方已准备好进行谈
判，但这些谈判应考虑到当地局势。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日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前往赫
尔松市。另据乌克兰总统府网站发布的消息，泽连斯基说，截至
12日晚，乌军控制了赫尔松州的60多个定居点，警方正采取措施
稳定当地局势。

乌克兰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