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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20 日宣布：亚
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将于 11 月 10 日至 11 日
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题为“共
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
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或代表
将应邀与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

出席并主持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

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与工商
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将于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北京举行。亚太经
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或代表将应
邀与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0 日表示，
经过坦诚友好和建设性的磋商，中
印双方就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的措施达成诸多共识。

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印边境事务
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近日在
新德里举行。请介绍这次会议的
有关情况。

华春莹说，按照两国领导人达
成的重要共识，10月 16日至 17日，
中印双方在新德里举行了边境事务
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中国外
交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与印度外
交部东亚司司长罗国栋就两国边境
事务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外交、国
防等部门代表参加会议。

她表示，双方对两国通过友好

协商妥善处理近期发生的边界西段
相持事件予以积极评价，同意从两
国关系大局出发，就维护边境地区
的和平与安宁进行更加密切的合
作，为两国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她说，经过坦诚友好和建设性
的磋商，双方就维护边境地区和平
稳定的措施达成诸多共识。同意在
两军总部、相邻军区和边防部队之
间建立定期会晤机制；在两国边境
地区增设边防会晤点；在两军总部
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在双方一线边
防部队之间建立电信联络。有关共
识充分体现了双方合作处理分歧、
维护边境稳定的强烈意愿和积极态
度。上述举措将进一步加强两军尤
其是两国边防部队之间的联系和沟
通，增加双方的互信与合作，有助于
双方及时妥善处理边境事务。

习近平将出席并主持APEC会议

外交部介绍中印磋商成果

中印两军总部建热线电话

中澳合作追逃追赃
已确定首批嫌犯名单

追查贪腐资产达数亿澳元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中澳警方从“一份

不到 100 人的大名单”中确定了首批经济犯
罪嫌疑人名单。

根据报道，这些人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公
民或者在澳大利亚定居多年，用投资和商业
移民作为伪装，长期从事洗钱活动。

希尔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在澳大利亚追
查的贪腐资产高达“许多亿澳元”。

“他们（贪腐官员）并不是一夜之间离开
（中国），随身带着一大袋钱。在一些情况下，
他们有着非常周密的计划。”希尔说。

希尔解释说，典型的情况是，贪腐官员将
他们的配偶和孩子送到国外，利用他们来向
海外转移资产。这些名下没有任何资产的

“裸官”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就能够逃到国外，
与家人会合。

“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开始把（贪腐所得）
变成合法资产，比如房子、地产、股票和银行
账户，这样这些钱就成了他们的财富。但是，
这些钱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的，这是从中国

流出的贪腐钱。”希尔说。
希尔表示：“所有犯罪分子都会自动寻找最

薄弱环节，（与中国合作）就是想告诉那些贪官，
别以为逃到澳大利亚就能幸福地生活下去了。”

投资移民多为中国人
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尚无引渡协

议，导致一些贪官滞留澳大利亚不归。但《悉
尼先驱晨报》报道，对于违反《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的人员，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可以考虑相
关引渡请求。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是《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

澳大利亚 2012 年推出“重大投资者”签
证，上周又宣布将于明年推出“高端投资者”
签证，获取这两种签证分别需要投资 500 万
澳元和 1500 万澳元，其他如英语水平等移民
条件相对宽松，通过审批后，申请人需分别等
待 4 年和 1 年即可获取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根据最新官方数据，“重大投资者”签证自
2012年推行至今年 7月 1日，共收到 1027份申
请，大部分来自中国。联邦政府已批准286份，
吸收14亿澳元外国投资。（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针对有关
澳大利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境外反腐追赃的
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0 日说，中
方希望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开展
追逃追赃合作，共同打击贪污腐败犯罪。

澳大利亚两大媒体集团——新闻集团和费
尔法克斯集团 20日均在各自旗下报纸刊登文
章，称澳方已同意协助中方的追逃追赃行动，没
收逃逸贪官资产的行动将在几周内展开。

华春莹在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强
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和境外追逃追
赃工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态度坚决，坚持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都一定要
将其绳之以法。”华春莹说。

据华春莹介绍，截至今年 9 月，中方已与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 63 个国家缔结司法协
助、引渡和移管被判刑人等条约。

外交部回应：

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

安倍内阁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法务
大臣松岛绿 10 月 20 日先后向首相安倍晋三
提交辞呈并获准。小渊和松岛都是安倍 9 月
改组内阁后的明星阁僚，也是安倍“重视女性
活力”政策的象征性人物。

分析人士认为，两名女阁僚同一天辞职，
对安倍政权造成沉重打击，势必进一步削弱
安倍内阁支持率，影响今后安倍政权运营。

两名女阁僚同天辞职
小渊20日晨前往首相官邸，就本人所涉政

治资金问题向安倍汇报并提交辞呈，安倍当场
接受了辞呈。小渊随后在经济产业省会见记
者，宣布辞职决定并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解释。

松岛绿被曝在选区发放数万面宣传自己
的团扇，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关禁止向选
民提供有价物品的规定。松岛绿 20日午间向
安倍提交辞呈后也召开发布会宣布辞职消息。

两名女阁僚所涉丑闻不久前经媒体曝
光，连日来在国会受到在野党和舆论严厉追
责。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上周还向东京检

方举报松岛绿相关案情，请求检方立案调查。

安倍新内阁招牌受损
今年9月初，安倍改组内阁亮出两块招牌：

“重视女性活力”和“地方经济再生”。为此，安
倍任命了 5名女性阁僚，其中总务大臣高市早
苗等 3名保守派女阁僚是安倍的政治盟友，而
政治理念与安倍保持一定距离的小渊和松岛
堪称新一届内阁“重视女性”的象征。两人同
一天辞职，对安倍政权的打击可想而知。

安倍 20 日在接受松岛绿辞呈后向记者
团承认，就两名女阁僚辞职，他本人需要承担
责任，并向国民道歉。此间舆论指出，安倍为
了博取人气，追求轰动效果任命了创纪录的
5 名女性阁僚，但忽视了事先“尽职调查”，内
阁改组效果恐怕会适得其反。

今年 4月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率从 5％提高
到 8％后，第二季度日本经济折算成年率下
滑 7.1％，日本民众的实际收入不增反减。共
同社分析说，旨在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面临
重大考验。 （据新华社东京10月20日电）

两名女阁僚同日辞职 经济复苏尽显疲态

安倍内阁新“招牌”不亮了

新华社曼谷 10 月 20 日电
据中国驻泰国普吉领事办公室（普
吉领办）20 日消息，19 日在普吉岛
附近海域发生的一艘快艇和渔船
相撞事故造成 23 名中国游客受
伤，2 名韩国游客失踪。

普吉领办援引当地医院消息
称，普吉曼谷医院、行政机构医
院、哇奇拉医院等 5 家医院共收
治了 23 名中国游客，其中 5 人进
入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暂无生
命危险。此前消息说有 14 名中
国游客受伤。

19 日下午，一艘名为“皇后明
星”号的快艇在从甲米府皮皮岛返
回普吉岛的途中与一艘长尾船相
撞，造成快艇沉没。当时快艇上有
37 名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
家的游客，其中 35 人获救，2 名韩
国游客失踪。

普吉领办接到报警电话后，立
即与普吉警方和普吉府府尹取得
联系。

截至 20 日晚 10 时，对失踪游
客的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事故原
因也在调查中。

10月 20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右四）抵达东京首相官邸。 新华社发

泰国两船只相撞
23名中国游客受伤

据新华社日内瓦 10月 20 日
电 世界卫生组织 20 日在日内瓦
宣布，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的埃博拉
疫情结束。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尼
日利亚官方连日来提供给世卫组织
的信息显示，尼日利亚已经连续 42
天（埃博拉病毒潜伏期的两倍时间）
没有发现新的埃博拉病例，因此可
以宣布尼日利亚的疫情已经结束。

“这是一个特别的胜利，它显示了埃
博拉疫情是可以被遏制的。”

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

国。世卫组织认为，这一振奋人心
的消息让许多担忧埃博拉疫情扩
散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发达
国家也可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世卫组织 17 日已正式宣布西
非国家塞内加尔的埃博拉疫情结
束。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都位列
世卫组织重点关注的 15 个非洲国
家。一些世卫组织专家认为，尼日
利亚和塞内加尔成功遏制埃博拉
疫情具有特殊意义。不过这两国
仍然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西
非的埃博拉疫情尚未结束。

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和乌克
兰本轮天然气之争 10 月 19 日接近
尾声。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
已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天然气价
格达成一致，乌克兰无需再为今年
冬季供暖问题担忧。俄罗斯方面
19 日证实了波罗申科的说法。

乌克兰定于 10 月 26 日举行新
一届议会选举。分析人士说，波罗
申科这番表态将为选举增加筹码。

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波
罗申科与普京以及欧洲多国领导
人举行多轮会面，商讨乌克兰向俄
罗斯支付天然气欠款以及俄罗斯
输欧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的安全等
议题。

按波罗申科的说法，乌克兰同

意以每千立方米 385 美元的价格
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这一价格将
维持至明年 3 月底。在此期间，俄
罗斯将保证对乌输气。双方协议
具体内容将于 21 日举行的俄罗
斯、乌克兰、欧洲联盟天然气三方
会议上进一步讨论。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发言人谢尔盖·库普里亚诺夫 19
日证实，俄乌两国已就天然气临时
价格达成一致。但他同时说，双方
仍未谈拢欠款总额，也没有达成正
式协议。

他说：“最终能否签署协议将
取决于其他因素，包括天然气欠款
偿还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于 21 日
在布鲁塞尔商议。”

世卫宣布尼日利亚脱“埃”

俄乌就供气达成一致

10 月 19 日下午一艘载有数十名游客的快艇在返回普吉岛的途
中与一艘船相撞，已造成快艇上 23 名中国游客受伤，图为救援人员
运送受伤游客。 新华社发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10月 20日报道，澳大利亚警方同意协

助中国引渡逃到澳大利亚的中国贪腐官员，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亚洲地区负责人布鲁斯·希尔在接受采访时

说，在今后数周内，澳大利亚警方将与中方共同展开首批查封行动。

印度尼西亚新当选总统佐科·维多
多 10 月 20 日正式宣誓就职，成为印尼
独立以来的第七任总统。分析人士认
为，这位出身木匠家庭的“平民总统”上
任后将面临来自政治、经济、外交等领
域的诸多挑战，执政之路难言平坦。

出身草根
佐科现年 53 岁，出身草根，被称为

“印尼奥巴马”。大学毕业不久，他便跟
随家人从事家具生意。2005年，佐科被
斗争民主党梭罗分部推举为这一政党
梭罗市长竞选候选人，踏足政坛。从政
后，佐科常常深入城市贫民窟体察民
情，用个人收入救助贫穷农民，鲜有官
僚习气，亲民务实的形象逐渐获得民众
认可。今年 7月，他以 53.15％的得票率
击败对手普拉博沃·苏比安托，赢得总
统选举。

“我想告诉渔民、工人、农民、商人、
小贩、司机，”佐科在就职演说中说，“让
我们一起努力工作，肩并肩，因为这是一
个历史性时刻。”

将为投资简化手续
经济层面，受出口不振、投资增幅下

滑等多重因素影响，印尼经济增长仍旧
乏力，推动经济发展重回正轨成为摆在
佐科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佐科本月初
说，今后 3 年他将力争使印尼经济实现
7％的年均增长目标。为此，他将着手整
顿官僚作风，推行向出口导向企业提供
优惠政策、简化投资兴业手续等措施，为
国内外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中印尼关系前景好
外交层面，在 20 日的就职演说中，

佐科承诺印尼将推行“自由积极”的外交
政策，继续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印尼专家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访问印尼期间提出共建“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与佐科修建“海洋
高速公路”和打造海洋强国的发展理念
不谋而合，两国今后有望在基础设施、
能源、矿业、海洋捕鱼等领域加强合作，
实现双赢。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从木匠走上总统宝座

印尼“奥巴马”佐科宣誓就职

10月 20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选总统佐科·维多多（前排左五）、卸任总统苏西洛（前排左
二）在就职仪式后合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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