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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亲市场派领袖毛里西奥·马克里 11
月 22 日锁定总统选举胜局，预示着左翼政府 12
年执政的结束。

观察人士注意到，马克里将成为拉美第三
大经济体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理念最自由
的总统，有望终结长期主导政坛的庇隆主义。

立场明确
阿根廷中右翼“变革”竞选联盟候选人马克里

出身富商家族，年轻时步入商界，然后由商转政。
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两名候选人中，马

克里主张变革，通过取消经济管制恢复增长，受到
大企业和海外投资者的欢迎；左翼执政联盟“胜利
阵线”候选人丹尼尔·肖利则主张延续国家干预，
保持对低收入人群补贴，受到国内企业家和中低
收入群体支持。

与肖利“渐进式”改革不同，马克里倾向于
“休克式”调整，例如打开阿根廷的大门，取消外汇
和进口等金融管制，改善国家投资环境，争取国际
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支持。

马克里的外交顾问富尔维奥·蓬佩奥说，马
克里当选总统后将把修复与最大贸易伙伴巴西
的关系视为“头号任务”，并寻求发展与其他拉美

国家以及美国、欧洲的经贸关系。

雄心勃勃
马克里现年 56 岁，出生于阿根廷东部农业

地区，毕业于精英院校，其父创立的马克里集
团是阿根廷最具实力的家族企业之一。

马克里 1995 年至 2007 年担任阿根廷著名
的博卡青年足球俱乐部主席，2007 年开始出任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市长，直到本次总统选
举前夕。

作为亲市场派，马克里主张减少政府干
预，常令人联想美国共和党。观察人士表示，
他有望使阿根廷挣脱过去 70 年来主导政坛的
庇隆主义民粹运动束缚。庇隆主义又称正义
主义，由阿根廷正义党领袖庇隆创造，庇隆对
内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为工人阶级提供较多的
社会福利，对外反对美英。

不过，马克里并非仅关注争取大企业和外
国投资者的支持，在本次竞选中也越来越多地
回应选民对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关切。

马克里 22 日锁定胜局后表示，他会致力于
“帮助阿根廷人每天都过得更幸福一些”。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李克强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举行会谈时提出

积极探讨开展新马高铁建设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3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尽最
大努力维护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
安全与合法权益。

当日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
多起境外事件波及中国公民，导致
人员伤亡。中方下步将采取哪些措
施确保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洪磊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
作，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人财物投
入，加强安全风险预警，不断提升
应急处置能力，积极开展国际合
作，继续尽最大努力维护境外中国
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洪
磊说。

新华社莫斯科 11月 23日电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 23 日报道，正
在 红 海 执 行 远 洋 任 务 的 俄 罗 斯
北方舰队“库拉科夫海军中将”
号大型反潜舰近日进行了反恐综
合演练。

据该舰队新闻官谢尔加透露，

舰队反恐小组全体轮值人员和海
军陆战队员参加了演练，科目包括
截获可疑船只、出动直升机和快艇
展开巡查行动等。

目前，该舰仍在红海水域活动。
它是从10月23日开始远洋航行的，
迄今已经行驶超过6500海里。

据新华社平壤 11月 23日电
朝鲜日前推出了乘飞机环游平壤
市区的体验式旅游项目，面向所有
朝鲜民众及在平壤的外国人。

据朝鲜唯一的航空公司——
高丽航空平壤售票处的工作人员
介绍，环平壤高空体验游项目按照
飞机机型不同分为 4 种：一是可容
纳约 40 名乘客的小型螺旋桨飞机
安－24；二是可容纳约 12名乘客的
直升机米－17；三是可容纳 3 名乘
客的塞斯纳轻型飞机；四是可容纳
5名乘客的塞斯纳轻型飞机。

据了解，一次飞行体验时间约
40至50分钟。飞机从平壤市郊的顺
安国际机场出发，环绕平壤市区多
圈，让游客从高空俯瞰平壤的美景。
飞行频次大致为每天上下午各两趟，
两次飞行间隔约半小时。此外，票价
里除去空中环游部分，还包括平壤顺
安国际机场餐厅的一顿餐饮和从市
区往返机场的出租车服务。

所有飞行游览项目需至少提
前一天预约购票，国外游客可通过
代理朝鲜旅游的旅行社预订，一般
上座人数过半即可出港。

比利时警方 11 月 22 日晚在反恐行动
中逮捕 16 人，但依然没有发现法国巴黎系
列 恐 怖 袭 击 主 要 嫌 疑 人 萨 拉 赫·阿 卜 杜
勒－萨拉姆的踪影。23 日，比利时政府连
续第三天“封锁”首都布鲁塞尔。

比利时武装警察 22 日晚在装甲车和直
升机的掩护下，分别突袭布鲁塞尔以及布鲁
塞尔以南大约 50 公里工业城市沙勒罗瓦的
19处和3处场所，逮捕16人。

比利时检察官埃里克·范德斯 23日晨在
记者会上说，警方在行动中没有发现任何武器
或爆炸物，“没有找到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
姆”。他补充道，法官将于24日决定是否进一
步拘押这16名嫌疑人。

根据法国警方的调查，巴黎 13日晚发生
的系列恐怖袭击中，共有8名恐怖分子直接参
与，其中6人引爆自杀式炸弹背心毙命，1人遭
警方击毙，另外1人在逃。

在逃的正是26岁的阿卜杜勒－萨拉姆。他
最后一次“现身”据信是14日晨穿过边境从法国
回到比利时，之后下落不明。有关他的行踪，众
说纷纭。多人曾报告称看到他，但警方却一无所
获。还有比利时媒体报道称，他在列日市附近被
发现，可能试图驾车从比利时前往德国边境。

比利时内政大臣让·让邦先前警告，即便找
到阿卜杜勒－萨拉姆，比利时面临的袭击威胁
也不一定会消失。“袭击威胁不止来自那个人。”
他说，“我们正在调查其他一些事情……掩盖这
一点没有用。”

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 22日晚在记者
会上宣布，布鲁塞尔23日依然维持最高安全警
戒级别，意味着商店和学校等继续关闭、地铁
等继续停运。“我们担忧的是像巴黎那样的袭
击，多人可能同时在多个地方发动袭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马克里当选阿根廷总统
有望终结长期主导政坛的庇隆主义

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主要嫌犯未落网

布鲁塞尔连续三天“封城”

外交部表示

尽最大努力维护
境外中国公民安全

俄军舰在红海演练反恐

朝鲜推出旅游项目

乘飞机环游平壤

11月 2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统候选人毛里西奥·马克里（前）
在竞选总部发表答谢讲话。 新华社发

11月 22日，比利时军人驾车在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巡逻。新华社发

11月 2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结束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一个多小时
后，即驱车前往马六甲州，开始他正式访问马来西亚的第一站。这是在马六甲州三叔公特
产店，李克强与 19年前访马时结交的老朋友及当地民众代表亲切交流。 新华社发

11 月 23 日，在日本东京，警察和消防员在靖国神社爆炸地点附近
工作。当日靖国神社一处洗手间发生爆炸，官方消息称该事件中无人
受伤。 新华/法新

靖国神社发生爆炸

11 月 23 日，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三）等出席
为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举行的国葬。施密特 11月 10日在德国汉堡去世，
享年 96岁。 新华/法新

德国为施密特举行国葬

据新华社巴格达 11月 23日
电 伊拉克民航局 23 日宣布，自即
日起，往返于伊首都巴格达与北部
两座城市之间的所有民航航班将
停飞 2 天，以避免客机可能被穿越
伊领空的俄罗斯导弹击中。

伊民航局当天在其官网发表声
明说，所有往返于巴格达和埃尔比
勒及苏莱曼尼亚之间的民航航班将
暂停运营 48小时，该决定自巴格达
当地时间23日早上8时起生效。

声明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
俄罗斯军队从里海向叙利亚境内
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发射
巡航导弹及前往叙执行轰炸任务
的俄战机在穿越伊领空时，对伊民
航客机造成安全威胁。

声明强调，该措施仅适用于巴
格达往返上述两座伊北部城市的
民航航班，往返于巴格达和纳杰
夫、巴士拉等伊中部和南部城市的
航班将照常运行。

伊拉克停飞部分航班

综合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
时间 11 月 23 日下午在马来西亚总理府同马
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举行会谈。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
统友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将中马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打造互信互
利、合作共赢的睦邻友好关系典范。一是深
化战略沟通与政治互信，增进高层交往。二
是对接发展战略，推进产能合作。抓住共建

“一带一路”和两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契机，以
钦州、关丹和马六甲临海产业园区为平台，
大力开展产能合作。将中方技术与成本优
势同马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相对接，通过积
极探讨开展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建设、马
来西亚南部铁路建设和中马港口联盟等合
作，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助力两国经贸往
来。三是进一步拓展经贸投资与金融合
作。中方决定将向马方提供 500 亿元的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
鼓励双方企业扩大相互投资。希望两国央
行和金融机构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两国
和地区金融稳定。四是推动两国合作“上天
入海”，加强航天、海洋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
互利合作。五是加强防务和执法安全合作，
积极探讨开展机制化联训联演，深化反恐和
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六是增进人文交流，推
进教育、旅游合作，办好青年交流活动，使中
马友谊薪火相传。

纳吉布表示，马方愿继承两国友好传统，
落实双方各项共识，尽早启动有关铁路项目
合作，扩大金融合作，欢迎中国企业扩大对马
投资，支持两国地方经济合作，努力实现双边
经贸合作新目标。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和亚
投行建设。加强双边文化、教育、旅游、反恐、
防务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马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方位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22 日下午
在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同东盟 10 国领导人
共同见证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
判全面结束的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
议定书》签字仪式。商务部长高虎城和东盟
10 国经贸部长作为政府代表签署《议定书》。

李克强在会谈中指出，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国经济转

型升级的契机，以钦州、关丹和马六甲临海产业园区为平台，大

力开展产能合作。将中方技术与成本优势同马方基础设施建

设需求相对接，通过积极探讨开展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建

设、马来西亚南部铁路建设和中马港口联盟等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