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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 11月 30日电
中国为马来西亚生产的世界运营
速度最高的米轨动车组 30 日在南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预
计明年年底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至怡保 200 多公里的线路上运营，
远期计划从新山到巴东勿刹 900
多公里的线上运营。

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周清和介绍，列车车头采用

“子弹头”模式设计，在马来西亚米
轨铁路上以时速 160 公里奔驰，是
目前世界上米轨动车组运营的最
高速度。

周清和说，我国轨道采用标
准轨，国内其他轨道交通装备企
业 生 产 的 都 是 标 准 轨 道 的 动 车
组，而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依托为
马 来 西 亚 研 制 城 际 动 车 组 的 经
验，创新设计了我国首列最高速
度的米轨动车组，同时是我国第
一 次 出 口 最 高 速 度 的 米 轨 动 车
组。

周清和介绍，此次下线的列车
（共 10 列）合同签于 2013 年 9 月，
能在短时间下线，展现了中国南车
株机公司基于系统集成优势的快
速研制能力。

我国首次出口
世界最高速米轨动车组

据新华社莫斯科 11月 30日
电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
斯第八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30 日
首次通过乌克兰边防、海关检查后
进入乌克兰境内。但乌克兰国家
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当
天没有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在场，乌
克兰安检人员并未实际检验货物。

俄紧急情况部危机情况管理
中心副主任沃罗诺夫说，在俄乌边
界马特维耶夫库尔干边防检查站
和顿涅茨克边防检查站通过乌方
边防、海关检查之后，运送人道主
义援助物资的车队进入了乌克兰。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这是
俄人道主义援助车队首次通过乌
方边防、海关检查。此前，乌克兰

多次指责俄罗斯在没有经过乌方
边防、海关检查的前提下，“非法”
向乌东部地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物资和“非人道主义物资”。

沃罗诺夫说，此次援助车队由
100 辆卡车组成，其中 60 辆前往顿
涅茨克州，另外 40 辆前往卢甘斯
克 州 。 援 助 物 资 共 计 超 过 1200
吨，以食品和建筑材料为主，包括
各类罐头、混凝土板、玻璃和毛毡
等。

俄方向乌东部运送人道主义
援助物资以来，乌当局和西方国家
对俄方的做法表示反对，担心俄可
能借机“入侵乌克兰”和向乌民间
武装提供武器弹药。但俄方坚决
否认这种说法。

俄援助首经乌检查后过关

据新华社美国弗格森 11 月
29日电 今年 8 月在美国弗格森枪
杀 18 岁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
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 29 日晚
宣布辞职。

以威尔逊名义写的一封公开
信说，“我正式宣布，立即辞去作为
弗格森市警察的职务，因为我继续
任职会导致我的同事和当地居民
面临危险境地。尽管我很希望继
续任职，但同事和社区的安全对我
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希望我的辞

职能使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
威尔逊接受当地媒体电话采

访时表示，这是他做过的最艰难的
决定，但完全是出于自愿。

一名当地媒体人士告诉记者，
威尔逊的辞职能否让弗格森局势
趋于平静，还有待观察。29 日又
有一些外地抗议者来到弗格森，抗
议人数也比感恩节当天有所增多。

警方预计，随着弗格森地区天
气转暖，更多的示威者将会出现在
街头，骚乱还会持续。

弗格森涉案警察辞职

新华社专电 近日，美国圣路
易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一种“关
闭”疼痛的新方法，有望帮助深受
慢性疼痛之苦的病患譬如癌症患
者缓解痛苦。

研究人员在一群因神经受损
而有神经性疼痛的小鼠身上实验，

开启它们大脑和脊髓中一个名为
“A3”的感受器，从而阻碍痛感传
输。研究人员说，这种止疼法没有
副作用，而当前常用的一些止疼药
有致瘾或增加药物耐受性等副作
用。研究结果刊载于英国医学杂
志《脑》。

科学家找到疼痛“开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强调指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必须
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
大国外交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外交的“特色”，
主要体现在我国独特的对外工作理念上，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国对外工作来说，
这是管根本的一条。中国外交不仅要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服务，也
要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
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服务。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方针。独立自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
原则，是我们实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
点。我们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坚定
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也要敦促其他国家走和平发展道
路，同时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牺
牲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我
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所有国家主
权一律平等，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
民共同掌握。我们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各
方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强

权政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和历史

上有的大国搞集团对抗、零和博弈和冷战思
维不同，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
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
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坚持推动建立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世界各国
携手发展、共同进步。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正确义利观。“国不
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和历史上有些大国
不同，我国对外交往不是仅仅追求经济利
益，而是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实
现义利兼顾、义利平衡。尤其是对发展中国
家，我国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决不唯利

是图、斤斤计较。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

则。我们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
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以和平方式解
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
外交理念，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继承了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凝
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外交理
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成果，汲取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必将指引中国外交乘风破浪，不断
夺取新的胜利。（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国外交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
——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东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最新判决结
果是埃及各派势力相互角力的产物，它将
对埃及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多重影响。

审判几经周折
埃及法院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可谓是

反反复复、几经周折。
埃及的一些观察家认为，由于穆巴拉

克是统治埃及长达 30 年的领导人，对他的
审判不可避免地会被政治化。事实上，审
理过程长达三年多且反复无常，恰恰是埃

及各派政治势力角力的结果。
在法院宣布对穆巴拉克的无罪判决

之后，埃及检方表示将对这一判决提出上
诉。但舆论普遍认为，此案再次被改判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

埃及政治分析师阿加蒂认为，埃及现
有的法律体系决定了审判穆巴拉克只能
是这个结果，因为现有的法律都是在前
政权主导下制定的，缺少打击腐败和保
护示威者的条款，很难“判决法律的制定
者”。

判决影响几何
埃及舆论认为，上述判决对埃及社会

的影响可能将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是 前 穆 巴 拉 克 政 府 成 员 们 的 前

途。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许多穆巴拉克所
属的前民族民主党成员早就在为即将举
行的埃及议会选举做准备，他们试图赢得
议会多数席位，而穆巴拉克被判无罪对他
们是极大鼓舞。

二是曾经发起“2011 年革命”的青年

组织的命运。政治分析师阿卜杜拉认为，
作为当年的“革命发起人”，这些青年组织
一定对判决结果感到很气愤，尽管这股怒
气暂时被压抑住了，但将来一定会在某个
时刻、以某种方式发泄出来。

三是警察未来的执法方式。政治分析
师贾瓦德认为，此次判决解除了军警们的
后顾之忧，令他们在面对示威者时可以继
续使用武力。但也有专家认为，军警是否
会更多使用武力取决于埃及执政当局的政
治意愿。（据新华社开罗11月29日电）

穆 巴 拉 克 被 判 无 罪

开罗再掀抗议浪潮

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 11 月 29 日
说，巴基斯坦国家机构暗中支持恐怖组织在边
境地区实施恐怖行动，从而破坏印度稳定。一
天前，巴基斯坦刚释放 30 余名在押印度人，此
举被解读为释放善意，缓和两国紧张关系。

辛格在讲话中说：“巴基斯坦不断参与破坏
印度稳定的行动，却一直宣称这些恐怖行为背
后没有国家机构参与。我想问问巴基斯坦，三
军情报局是否也不是国家机构。”

三军情报局是巴基斯坦主要情报机构。针
对辛格的指责，巴基斯坦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巴基斯坦 28 日释放 36 名在押印度人。这
些人先前被关押在卡拉奇监狱，其中 35 人为印
度渔民，1 人为非法滞留在卡拉奇的印度公民。

分析人士认为，巴方此次释放印度在押人
员意在释放善意，缓和近几个月两国的紧张关
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巴基斯坦释放在押印度人

印冷对巴“善意”

综合新华社电 选举结果公布后，萨
科齐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次选
举对他所在的政党意味着新的开始，从现
在起就是行动的时候了，他将从 12 月 1 日
开始会见政党的各派主要负责人，争取建
立更广泛的政治联盟。

人民运动联盟是法国主要的右派反对
党，共有注册党员 26.8 万。这次选举是通
过网上投票的形式进行的，从 28日 20时持
续至 29 日 20 时，虽然据称受到“网络攻
击”，但投票率仍高达 58.1％，打破了以往
网上投票的纪录。包括萨科齐在内，共有

三名候选人参加了这次选举，前部长布鲁
诺·勒梅尔获得 29.18％的选票，现议员埃
尔维·玛利东获得 6.32％的选票。

萨科齐现年 59 岁，2007 年至 2012 年
曾担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今年 9月 19日正
式宣布竞选法国人民运动联盟主席，2004
年他曾当选该联盟主席。法国媒体称，成
功当选人民运动联盟主席意味着萨科齐迈
出可能再次入主爱丽舍宫的重要一步。

当前，奥朗德已经成为法国历史上最
不受欢迎的总统，民众支持率甚至低于萨
科齐执政时期。然而，媒体认为，即便奥朗

德难以连任，萨科齐要想接棒并不容易。
首先，萨科齐需要赢得党内同僚的激

烈竞争，在 2016 年顺利成为人民运动联
盟的总统候选人。目前，在人民运动联盟
内部，萨科齐面临两大劲敌：现年 69 岁的
前总理阿兰·朱佩和 60 岁的前总理弗朗
索瓦·菲永。萨科齐任总统期间，朱佩曾
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菲永任职总理。

其次，丑闻和官司不断、个人形象存
在争议，都可能成为萨科齐竞选道路上的
绊脚石。要想重回爱丽舍宫，萨科齐面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萨科齐当选法国反对党主席
向再次入主爱丽舍宫迈出重要一步

11 月 28 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警察局前，警察逮捕示威者。
当晚，100多名示威者阻断了弗格森警察局前的交通，警方随后逮捕了
15名阻断交通的示威者。 新华社发

▶11 月 29 日，在埃及
首都开罗，埃及前总统穆巴
拉克的反对者呼喊口号。

新华社发

11 月 28 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被释放的
印度人离开监狱。 新华社发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 11

月 29 日晚间在法国右派反

对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

选举中获得64.5％的绝对多

数，毫无悬念地在第一轮胜

出，再次出任该党主席。

11月 29日，萨科齐离开人民运动联盟总部时向支持者致意。新华社发

埃 及 开 罗

刑事法院 11月 29日宣

布，埃及前总统穆巴拉

克谋杀示威者以及以低

于市场价格向以色列出

售天然气从而非法牟利

的罪名均不成立。此

前，穆巴拉克被判终身

监禁。判决宣布后，开

罗再次出现抗议法院判

决的浪潮。

11月 30日，俄罗斯卡车车队驶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境内。据国
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第八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当日首次通过乌
克兰边防、海关检查后进入乌克兰境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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