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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捷克总统泽曼举行会谈。
习近平强调，要珍惜目前中捷关系
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互尊互信，
共同开辟两国合作广阔前景。

习近平强调，今年 2 月，我同
你在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期间
进行了坦诚深入交谈，就中捷关系
指导性原则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
双边关系新篇章。近来，中捷关系
呈上升态势。你这次访问正值庆
祝中捷建交 65周年，也是近 10年
来捷克国家元首首次访华，具有特
殊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捷合作如同一
片苹果树林，我们既要摘苹果，更要
多栽树。我们要精心呵护两国合作
的树苗，使它们早日成林，结出硕

果。捷克人常说，“没有付出，就没
有蛋糕”。中国人相信，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捷克在飞机制造、绿色
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独具特色，中
方在核电、工业园区和经贸园区等
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要共同努
力，提升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水平，
把中捷合作蛋糕做大做好。我们要
促进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加深相
互了解和友谊。捷克是欧盟重要成
员国，也是中东欧重要国家，希望捷
方为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和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泽曼表示，捷方希望同中方加
强高层互访，我邀请习近平主席早
日访问捷克。捷方大力支持两国
企业交往，扩大相互投资，促成更
多合作项目。捷克将积极致力于
促进欧中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了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
席恩赫包勒德。

习近平首先回顾了今年8月对
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情景。他
说，访问期间，双方达成许多重要共
识，并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中蒙是好邻居、好伙
伴。中方把发展对蒙关系作为周边
外交重要方向，始终尊重蒙方的独
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古国人

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愿同蒙方
一道，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深化
务实合作，丰富人文交流，不断为
两国关系增添新内涵，注入新活
力，让两国人民从中蒙友好合作中
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说，中蒙立法机构间合
作发展迅速，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关
系的发展。希望双方利用好定期
交流机制这一新的合作平台，加强
交流，互学互鉴，为彼此国家发展
提供有益参考。

据新华社首尔 10月 27日电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光州地方法院
27 日对今年 4 月发生沉船事故的
客轮“岁月”号 15名船员进行最后
一次法庭审理，检方建议判处“岁
月”号船长死刑。

检方在庭上表示，船长李某作
为“岁月”号总负责人间接导致了
约 300人死亡，违反了《船员法》明
确规定的作为船长有义务提供事
故原因、只有当所有乘客都离船后
才能弃船的规定。此外，在船上进

行“要求乘客待在船内”广播后，李
某没有采取任何救援措施或进行
相关努力降低伤亡程度。

此外，检方还建议法院判处一
等航海师姜某、二等航海师金某、
轮机长朴某无期徒刑，判处其余船
员 15至 30年的有期徒刑。

载有 476 人的“岁月”号客轮
今年 4月 16日在韩国全罗南道珍
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沉没，事故造
成包括 4名中国乘客在内的约 300
人遇难，仍有 10人下落不明。

习近平同捷克总统会谈

习近平会见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

韩法院对“岁月”号船员最后一次庭审

检方建议判船长死刑

10月 26日晚间，2014年巴西大选终
于尘埃落定。现任总统罗塞夫（左图）以
微弱优势击败对手，成为巴西首位实现连
任的女总统。

此间观察家认为，在罗塞夫即将开始
的第二个任期内，如何发展经济、推行更
有效率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她面临的最大
挑战。同时，她将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友
好关系。

此次选举，罗塞夫与对手、社会民主
党候选人内韦斯在首轮投票后的差距始
终没有拉开，一直处于技术平手局面。

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金融学教授夏
华声认为，罗塞夫4年执政时期巴西低迷
的经济表现，是导致选情胶着的主要原
因。此外，2010年以来，巴西国内通胀率
一直高于预期目标，食品价格不断上涨，

生活成本持续增加，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幸
福感。

经济学家布劳利奥·博尔赫斯指出，
目前，市场分析人士对巴西未来4年的经
济前景态度悲观。罗塞夫以及她的经济
团队面临严峻挑战。分析人士因此指出，
对于巴西新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调整经
济政策，重振市场信心，实现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

尽管劳工党凭借民生福利政策，成功
地巩固了自己的选民基础，但低效率的执
政能力，时而发生的高官腐败，又让劳工
党政府失去了部分人心。26日晚间，罗塞
夫在庆祝连任集会上强调，她对于腐败现
象“不留任何情面”，一定会推动司法改
革，全力打击官员贪腐。

里约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莱

昂纳多·瓦伦蒂表示，罗塞夫总统在新任
期内，将继续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
系，巴西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不会仅仅局限
在政治和商贸领域，人文交流将会得到进
一步加强。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问题专家罗
尼·林斯也认为，在罗塞夫的新任期内，中
国将继续成为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巴
西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巴西迫切需要来
自中国的投资，巴西的大豆等农产品出口
中国的成本也将会进一步降低。

巴西第一大报《圣保罗报》近期刊登
评论文章指出，罗塞夫在价值观方面与美
国保持距离。文章还认为，尽管巴西与中
国相距遥远，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将
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10月26日电）

对华友好关系将延续

综合新华社电 巴西最高选举法院
当地时间 10 月 26 日晚宣布，在巴西总
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劳工党候选人、
现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得票率超过社
会民主党候选人阿埃西奥·内韦斯，连
任巴西总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时间 27
日致电迪尔玛·罗塞夫，祝贺她再次当
选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祝愿在罗塞夫领
导下，巴西人民在国家建设事业中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习近平强调，我高
度重视发展中巴关系，愿同你共同努
力，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快
速向前发展。

在 已 统 计 完 毕 的 98.98％ 的 选 票
中，罗塞夫得票率为 51.64％，内韦斯为
48.36％，这是巴西恢复民主选举以来
候选人得票率最接近的一次选举，也是
社民党连续第四次被劳工党击败。

罗塞夫得知获胜消息后第一时间
在首都巴西利亚召开记者会。她表示，
投票中选票分流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分
裂，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巴西应该
团结一致。她承诺对任何对话敞开大
门，“我再次当选是政府改善的希望”。

根据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发布的消
息，在此次 1.42亿选民中，有 3000万人
没有参加投票。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
出民众对巴西的政治前景缺乏信心，对
两名候选人均不够满意。

罗塞夫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就任
下一届总统，任期四年。

罗塞夫连任巴西总统
习近平致电祝贺

10月 26日，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的支持者在圣保罗参加集会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新华社郑州10月27日电 经中央军委
批准，中国空军空降兵与印度尼西亚空军空
降兵“空降利刃－2014”联合反恐训练 27日
在中国境内开始举行。这是中印尼空降兵
继 2013年在印尼境内成功举行首次联合训
练后，开展的又一次务实交流活动。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上校介绍，
这次联合反恐训练，采取混编同训、混编分
训和综合演练的方式组织实施，主要围绕基
本技能训练、班组反恐战术、伞降和滑降训
练等课目进行。通过联合反恐训练，进一步
加强中印尼空降兵部队友好交流与合作，提
高空降兵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深化和
推动两国两军特别是两国空军友谊与合作

交流。
申进科说，近年来，中国空军与世界多

国空军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联演联训和军事
交流活动，为推进训练创新、深化训练改
革，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提供了有益
借鉴，增强了中国空军在更加广阔的空间
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同时也增进了
外国空军和国外公众对中国空军的了解认
同。

申进科表示，中国空军将以更加开放、
自信、务实的精神，扩大与世界各国空军合
作的范围和领域，共同应对各种危机与挑
战，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
积极贡献。

综合新华社电 为帮助利比里亚政府
建立紧急诊疗救护中心应对埃博拉病毒，
继派出中国首架货运包机飞抵利比里亚
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10 月 27
日表示，后续两班包机物资将于 28 日全
部起运。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介绍，中
国首架满载救援物资的国货航包机已从北
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经荷兰阿姆斯特丹
中转，于北京时间 26日 17时抵达利比里亚
首都蒙罗维亚。该批包机任务共三班，首
班 B747－400F 货机上装载了 76.5 吨援建
物资，后续两班包机物资将于 28日起运。

为了做好此次紧急运输任务，国货航
紧急增订非洲区域航路资料，并选择非疫
区备降场，提前通知代理公司做好备降保
障服务，同时精心挑选了国货航副总飞行
师贺优林作为带队机长执飞阿姆斯特丹－
蒙罗维亚航段。

鉴于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严重，机组
将在阿姆斯特丹接力，飞机从蒙罗维亚回
到阿姆斯特丹后将停留 6个小时进行消毒
和防疫处理；公司还为机组准备了防护服、
防疫包等卫生防护设施，确保机组安全。

在全球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危急时刻，
中国政府对非洲疫区国家提供了力度空前
的援助，以实际行动再一次展现出负责任
大国的良好形象。

自 2月初几内亚出现疫情、3月底确认
为埃博拉病毒引起后，中国在第一时间伸出
了援手。中国政府于 4月、8月、9月和 10月
接连向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西非
埃博拉重灾国提供了 4轮总额超过 8亿元人
民币的现汇、粮食、物资和医疗设备援助。

非洲媒体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的雪中送
炭之举。全非洲网刊文说，在抗击埃博拉的
全球斗争中，中国始终站在最前面……这是
中非友谊的证明，也是中国责任心的展现。

中国救援物资抵利比里亚
连续三班包机助该国抗埃

中国印尼举行联合反恐训练

10 月 26 日，一架满载中国援建利比里亚埃博拉治疗中心建设物资的专机抵达利
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 新华社发

10月 27日，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伊原纯一（左）为团长的
日本政府代表团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 4 天的访问。这是
2004年 11月以来，日本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朝鲜。 新华社发

日政府代表团十年来首访朝

10 月 27 日 ，
在“ 空 降 利 刃 －
2014”联合反恐训
练 开 训 仪 式 上 ，
中国空降兵向印
尼空降兵展示单
兵武器。

新华社发

10月 27日，船长李俊锡（左）出庭受审。 新华社发

■国际观察

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27 日电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7 日说，俄
准备承认乌克兰 26日举行的议会
选举结果。

据俄“生活新闻”电视台报道，
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将承认选举结
果，对俄来说，重要的是希望乌克
兰最终产生一个不搞内斗、不“东
倒西歪”、而是解决国家实际问题
的政权。

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希望乌克
兰新议会不搞对抗，而是进行全国
对话。

26日，乌克兰提前举行第 8届
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最早将于 30
日晚产生。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
卢甘斯克州约半数选区因局势原
因无法组织选举。

乌 克 兰 第 7 届 议 会 产 生 于
2012 年 10 月，任期 5 年。由于议
会多数联盟于今年 7月 24日解体，
而新的多数联盟未能按照宪法规
定在一个月内成立，乌克兰总统波
罗申科于 8月 25日宣布解散议会，
并决定 10月 26日提前举行新一届
议会选举。

俄外长表示

俄将承认乌议会选举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