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巴黎9月12日电（记者 韩冰）法国国民议会
（议会下院）12日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议会多数派共
和国前进党议员理查德·费朗为新国民议会议长。

费朗在选举中赢得 254 票，遥遥领先其他 4 位候选
人。费朗当选后表示，将致力于推动法国议会改革。

费朗的前任、同为共和国前进党成员的弗朗索瓦·德
吕吉因近期出任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长而辞去国民议
会议长一职。国民议会因此举行了议长选举。

费朗1962年 7月生于法国南部城市罗德兹，曾是法国
左派第一大党社会党成员，2016年投入到共和国前进党前
身——现任总统马克龙成立的“前进”运动阵营。2017年
5月至 6月，他曾短暂出任内阁国土整合部长，后出任共和
国前进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党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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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查德·费朗（前左）接受议员的祝贺。
新华社发

改规则 利“同声”

容克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
的欧洲议会总部发表年度《盟情咨文》。
容克现年63岁，1995年至 2003年任欧盟
创始国之一卢森堡的首相，2014年 11月
1日就职欧委会主席，5年任期即将进入
最后一年。

容克在演讲中说：“无论何时，欧洲
只要团结一致发声，都能用我方立场影
响他人……地缘政治形势成就眼下的

‘欧洲时刻’：欧洲实现独立自主的时候
已经到来。”

容克没有直接提及美国政策。路透
社以容克助手为消息源报道，容克口中的

“地缘政治形势”指的是美国政府在国际
事务中的表现显示它退回到“自私的单边
主义”道路；容克认为欧盟可借此机会与
中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合作、发展“多边”
机制。

为增强欧盟在对外政策领域“团结发
声”能力，容克建议进一步降低欧盟决策
表决机制中“全体一致”原则的适用比例，
代之以“特定多数”原则；扩大适用“特定
多数”原则“不是针对所有领域，而是在特
定领域，包括人权事务和文职人员特派团
事务”。

“特定多数”表决机制意味着通过某
项决策时，要求 55％以上的欧盟成员国、

合计65％以上的欧盟人口同意。当前，拥

有绝大部分决策和立法权的欧盟理事会

（即部长理事会）就涉及共同外交和安全

政策等敏感和重大议题表决时采用“全体
一致”原则，即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
才能通过决策，往往因为各国立场难以协
调导致决策“难产”。

推欧元 拉非洲

作为发挥欧盟“领导力”措施，容克呼

吁欧盟增强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以

抗衡美元。

“欧元才 20岁，虽然遭遇非议，但已

历经风霜，现在是全世界使用范围第二

广泛的货币，6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把本

国货币与欧元挂钩。但我们应该让我

们的单一货币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

作用。”
容 克 提 及 ，欧 盟 当 前 进 口 能 源 仅

2％左右来自美国，付款时却有 80％以
美元结算。这种情况堪称“荒唐”。“所
以，今年年底前，欧委会将就增强欧元
国际地位提交倡议。欧元理应成为一
个焕然一新、更独立自主的欧洲的脸面
和工具。”

容克特别提出要加大欧盟对非洲投
资、拉近欧非关系，甚至称两个大洲为“双
胞胎”。

容克说：“非洲不需要救济，它需要真
正、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欧洲同样需要
这种关系……”

他提议欧洲与非洲建立“可持续和就
业联盟”，展望这一合作机制今后 5年可
为非洲提供 1000万个就业岗位。他还提
出，可以考虑把欧盟与非洲各国分别签订
的多份贸易协定合并发展为“洲对洲的自
由贸易协定”。

谈“脱欧”求团结

英国 2016年经公民投票决定退出欧
盟，是容克任期内欧盟遭遇的最大挑战之
一。英国正在就明年3月29日正式“脱欧”
后英欧关系框架与欧盟展开艰难谈判。

容克在演讲中避免谈及“脱欧”谈判
中诸多敏感议题，但申明欧盟方三项谈判
原则：

首先，“英国政府必须明白，‘脱欧’后
不再享受欧盟成员国的特权，不再是欧洲
单一市场成员，更不可能随你所愿、选择
性保留这个市场的某一部分规则”；其次，
欧盟将坚定支持成员国爱尔兰的立场，避
免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地区和爱尔兰
之间重现“硬边界”；再者，英国正式“脱
欧”后，会是欧盟“非常亲密的邻居和合作
伙伴”，而非“普通第三国”。

妨碍容克“欧洲团结”愿景的另一大
难题是 2015年以来从中东和非洲国家大
批涌入欧洲的非法移民。容克强调“积极
面”：采取控制措施后，进入地中海东部沿
岸地区的非法移民人数已经减少97％，登
陆地中海中部沿岸地区的非法移民减少
80％。

不过，他承认，欧盟成员国还没有办
法平衡“各自领土上必须承担的责任”和

“维持没有内部边界的申根区所需的团
结”；他重申“本人坚定反对内部边界”。

容克持续一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欧洲
议会展开辩论，一些议员认为容克的演讲

“避重就轻”。路透社报道，来自英国独立
党的议员奈杰尔·法拉奇说，容克没有提
到“疑欧派”掌权意大利新一届政府、民粹
主义浪潮在欧洲普遍兴起现象，而这一局
面恰恰威胁容克推动实现欧盟机构“权力
集中化”的目标。 新华社特稿

最后一年领导欧委会

容克发表《盟情咨文》要欧盟团结“发力”

9 月
12日，欧
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
在法国斯
特拉斯堡
欧洲议会
发表《盟
情咨文》。
新华社发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12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
《盟情咨文》，呼吁欧盟成员国在移
民潮、英国“脱欧”等挑战面前克服
分歧、加强团结，借美国“退出”多
个多边机制之机，让欧盟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领导力。

ZHENGZHOU DAILY4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 何秀娥 编辑 刘国润 校对 禹华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ywgj＠163.com要闻·国际

（上接一版）加强交流，互鉴共进，齐心协
力，做中俄友好事业接班人，让中俄世代友
好的伟大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努力参
与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最后，习近平
邀请中心教师和学生到中国做客，续写友
谊新篇章。

普京表示，俄中已经形成相互信任、相
互合作的友好关系。两国青少年友好交流
将为两国关系奠定更加坚实基础，对俄中
关系未来非常重要。我们有相互邀请对方
青少年到本国疗养的传统。希望俄中青少
年一代能把两国人民深厚传统友谊传承下
去，发扬光大。

现场播放的视频片将两国元首和观众
带回 10年前大爱无疆和爱的海洋的日日
夜夜。当地学生表演了热情洋溢的俄罗斯

民间舞蹈《卡林卡》。当年在“海洋”中心疗
养的少年如今已长大成人，他们中的代表
今天重返曾给予过他们关爱的地方，和中
心教职工合唱《感恩的心》，歌声中抒发着
对爱的报答和对友谊的珍爱。2008 年汶
川地震后在中心疗养的席浚斐讲述了他和

“海洋”中心的深厚情缘：当年，他在纸条上
许下长大后来俄罗斯读书、为中俄友好做
贡献的心愿，装有这一纸条的漂流瓶在大
海漂流 4个月后又回到“海洋”中心工作人
员手中。现在，他已经如愿以偿，成为远东
联邦大学一名大四学生，当年的愿望已经
成真。随后，来自中俄两国的青少年代表
和中心教职工代表共同宣读《中俄青少年
世代友好宣言》，誓言“团结协作，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携手将中俄睦邻友好世代相
传，推动世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中心

教职工还献上了充满活力的舞蹈《我们正
年轻》。演出在全场齐唱中心园歌《“海洋”
之歌》中落下帷幕。

习近平和普京来到教学楼，欣赏中国地
震灾区儿童在中心疗养时制作的手工艺品，
看望灾区青少年代表和当时参与接待工作
的中心教职工代表。两国元首的到来使他
们激动不已。两国元首同他们亲切交谈，高
度评价中俄人民的深情厚谊，勉励大家做两
国人民友谊的使者。普京对青少年代表说，
今天我和习近平主席来到你们中间，意义重
大，特别珍贵，2008年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
接待你们。现在你们眼中涌动的泪花，再一
次证明我和习近平主席孜孜不倦所做的努
力取得了成效，也反映出俄中两国人民巩固
深化两国友谊的美好愿望。

习近平指出，今天的活动极为不平凡，

体现出中俄人民间的大爱已经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中国有句话，“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而这里是“海洋”，你们要以无限
的爱回报俄罗斯人民，回报自己的祖国。
现场青少年和教职工听着两国元首的话，
频频点头，热泪盈眶。他们纷纷表示，不会
辜负两国元首期望，做国家的栋梁和中俄
友谊的传播者。

“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是隶属于俄罗斯
联邦教育部的四个儿童中心之一。2008
年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后，受俄罗斯政府邀
请，来自中国四川、甘肃等地灾区的近
2000名儿童先后来到中心疗养。2013年，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来自灾区的 299 名
儿童受邀到中心疗养。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有关活动。

习近平和俄总统普京共同
访问“海洋”全俄儿童中心

商务部：

中方确已收到美方磋商邀请
双方正就具体细节进行沟通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于佳欣）针对有外媒称美方
近日向中方发出磋商邀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3日表示，中
方确实已经收到美方邀请，对此持欢迎态度，双方正在就一些具
体细节进行沟通。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美经贸磋商
团队近来一直保持着各种形式的沟通，双方就各自关注的问题
进行了交流。中方认为，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此前，美方表示可能会对全部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高峰
对此回应说，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的措施，最终损害的将是中美
两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美方不顾广大业界、消费者的呼声，
不断释放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信息，这种讹诈、施压的
做法，对中方不起作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高峰表示，希望美方顺应民意，采取务实举措，通过平等、诚
信的对话与磋商，使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另外，针对美方近日声称的可能会以网络攻击盗窃美国知识产
权为由制裁中国企业，高峰表示，希望美方能客观公正对待中国企
业在美商业活动，不要捕风捉影，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避
免使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对美国营商环境失去信心。

捷克政府和议会领导人 12日
同意在耶路撒冷开设一处官方设
施，名为“捷克之家”，作为把驻以
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
撒冷的“第一步”。

捷克总统、总理、议长、外交部
长和国防部长当天在一份联合声
明中说，“捷克之家”定于 11 月开
张，将是“把捷克大使馆迁往耶路
撒冷计划的第一步”。

总统米洛什·泽曼的发言人伊

日·奥夫恰切克告诉法新社记者，
“捷克之家”将成为多个政府部门
驻以机构的所在地，包括外交部下
属对外文化交流机构“捷克中心”，
捷克贸易促进局代表处和捷克旅
游局代表处。

奥夫恰切克说，泽曼11月访问
以色列期间将为“捷克之家”揭牌。

按照德新社的说法，捷克是以
色列亲密盟友。捷克 1949年在特
拉维夫开设驻以大使馆。泽曼在

美国政府把驻以使馆迁到耶路撒
冷前就大力推动捷方迁馆议程，
今年 5 月，捷克在耶路撒冷重开
2016 年因一名名誉领事死亡而关
闭的名誉领事馆。

美 国 总 统 唐 纳 德·特 朗 普
去 年 12 月 宣 布 承 认 耶 路 撒 冷
为 以 色 列 首 都 ，今 年 5 月 把 美
国 大 使 馆 从 特 拉 维 夫 正 式 迁 至
耶路撒冷。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授权
制裁干涉美国选举行为
新华社华盛顿9月12日电（记者 朱东阳 刘晨）美国总统特

朗普12日签署行政令，授权对任何外国政府、实体和个人干涉美
国选举的行为实施制裁。

根据这份行政令，在一场美国选举结束后的45天内，美国国
家情报总监应对是否有外国政府或个人干预这场选举进行评
估，并将相关信息报告给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
和国土安全部长将在随后 45天内评估干预行为造成的影响，并
就美方回应措施提出建议。此后，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将在此
基础上决定具体制裁措施。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在电话吹风会上
对媒体表示，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和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
是关注焦点，这份行政令将针对任何授权、指导、赞助或支持干
涉美国选举的行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制裁措施可能包括冻
结相关个人或实体在美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其交易以及限制其
使用美国金融机构等。他说，这一行政令并不针对特定国家。

美国情报机构 2017年初公布一份报告，认定俄罗斯干预了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俄罗斯多次否认干涉美国选举。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 11月举行，国会众议院全部 435个议席
和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约三分之一面临改选。

美国加州发生枪击案
包括枪手在内6人丧生

新华社洛杉矶9月12日电（记者 高山 黄恒）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克恩县警方当地时间 12日说，该县贝克斯菲尔德市当天傍
晚发生一起严重枪击事件，导致包括枪手在内的6人死亡。

当地警方称此事件为一起“群体性枪击案”。警方向媒体介
绍说，一名男子和妻子在一家货运公司与另外一名男性发生冲
突后，将这名男性射杀。该男子随后又开枪打死妻子并杀害其
他3人。该男子此后在与警方对峙中自杀身亡。

警方尚未披露死者身份及事件原因，称正在对这一事件展
开调查。

贝克斯菲尔德位于加州中部，是克恩县县府所在地，人口约
38万。

南非发现7.3万年前最古老画作
考古学家认定，南非一处洞穴中发现的线条图案是迄今最

古老的人类画作。对于当代人而言，这幅7.3万年前画作的内容
看起来却很眼熟，类似社交媒体发帖常用的井号标签。

这幅人类最古老画作发现于开普敦以东 300公里的布隆波
斯洞窟。画作绘在一块 39毫米长、15毫米宽的不规则石片上，
图案是 6条赭色线条与另外 3条同色曲线交叉。英国《自然》周
刊 12日刊载的研究报告说，这件作品比迄今发现的其他人类绘
画早至少 3万年。鉴于石片上的线条突然终止，研究人员推测，
目前发现的作品可能属于一幅更大的画作，在其完成后被故意
剥落下来。 新华社特稿

英 国 保 守 党 被 曝
“开小会”谋划“逼宫”

英国媒体 12日披露，大约 50名保守党籍议会下院
议员开会，商讨“脱欧”事宜以及谋划“逼宫”党魁、首相
特雷莎·梅的时间和方式。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会议11日晚举行，保守
党内部“欧洲研究组织”派别的大约50名议员公开讨论
特雷莎·梅的去留。席间言论包括“不能再这么下去”，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说她（特雷莎·梅）必须下台”，甚至
有人形容特雷莎·梅是“灾难”。

“欧洲研究组织”主张强势“脱欧”。部分议员说，
他们此前已经致函，表达对这名党魁的不信任并要求
她下台。

今年 7月，特雷莎·梅召集内阁成员在首相乡村官
邸契克斯别墅会商后制定一份“脱欧”方案，获称“契克
斯计划”。“契克斯计划”提议英国“脱欧”后退出欧洲单
一市场、自主制定服务业监管法规，同时以与欧洲联盟
达成关税协议、遵守与欧盟同步的“共同规则手册”方
式，与欧盟保持在货物和农产品方面的自由贸易。

然而，“契克斯计划”在保守党内部并未获得广泛认
同。时任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和“脱欧”事务大臣戴
维·戴维斯批评这一方案过于软弱，双双辞职抗议。

按保守党规定，15％的保守党下院议员联名致函，
即可发起针对党魁的不信任投票。保守党现在议会下
院有 315名议员，意味着需要 48名议员要求发起不信
任投票。去年11月，保守党一度有40名议会下院议员
同意联名致函，这一人数距离正式发动保守党党魁不信
任投票的门槛仅差8票。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并非所有“欧洲研究组织”高层
均出席11日会议。议员除讨论“逼宫”特雷莎·梅，还商
讨了“脱欧”事宜。

去年6月以来，突然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特雷
莎·梅未能如愿稳固其执政地位，保守党反而失去议会
多数党地位，议席数从选举前的 330席减少到 315席。
此后，保守党内部始终有“首相应辞职担责”的呼声。

特雷莎·梅的发言人重申，“契克斯计划”是现有唯
一可靠、可供磋商的方案。不过，英国《太阳报》12日报
道，首相府唐宁街10号正在秘密起草替代方案，以防欧
盟在下周举行的领导人会议上否决“契克斯计划”。

新华社特稿

驻以使馆迁耶城 捷克迈出“第一步”

9月 8日，在黎
巴嫩与以色列边
境、戈兰高地脚下
的中国赴黎维和
医疗分队营地，官
兵们面对分队队
旗宣誓。

中国第17批赴
黎巴嫩维和医疗分
队近日举行了一场
关于旗帜的特别教
育活动。

新华社发

去国万里去国万里 不忘旗帜不忘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