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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伊朗最高领袖

习近平
新年首访中东

据新华社昆明 1 月 24 日电
中缅国际铁路大理至瑞丽段的控
制性工程——怒江特大桥 24 日全
面开工，它也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
大的钢桁梁铁路拱桥。

位于云南省施甸县与龙陵县
交界处的怒江特大桥全长 1024.2
米，江面到桥面的高度为 211 米，
大桥主跨采用跨度达 490 米的钢
桁拱梁，一跨飞越怒江天堑，是目
前世界上同类型铁路桥梁的最大
跨度。

施工方中铁十八局集团大瑞
铁路指挥长阎树新告诉记者，由于

受高黎贡山和怒江特殊地形的限
制，怒江车站就设在桥面上，四线
桥面的宽度达 24.9 米，属国内同类
型铁路桥梁之最。

昆明至缅甸仰光的中缅国际
铁路全长 1920 公里，我国境内路
段长 690 公里，昆明至大理的 350
公里路段已经建成，随着怒江特大
桥的全面开工，大理至瑞丽的 340
公里路段施工进入攻坚阶段。全
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
时间将由现在的 7 个小时缩短到 2
个多小时，昆明到瑞丽只需要 6 个
半小时。

美国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迈
克尔·布隆伯格有意自掏腰包至少
10 亿美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加
入总统选战。眼下，他已吩咐身边
助手为他拟定参选规划。

路透社 1 月 24 日以接近布隆
伯格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布隆伯
格 最 迟 将 于 3 月 初 明 确 参 选 意
向。去年 12 月，他为是否参选专
门做了一次民意调查，以了解自己
与共和党热门参选人唐纳德·特朗
普、民主党呼声最高的竞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相较下胜算如何。

布隆伯格现年 73 岁，一手创

办 全 球 金 融 信 息 服 务 机 构 彭 博
社。他最初是民主党人，2001 年
以共和党人身份首次竞选纽约市
长 获 得 成 功 ，一 当 就 是 12 年 。
2007 年，布隆伯格把自己的身份
从共和党人改为独立人士。近年
来，他斥资数百万美元在全美范围
打电视广告，呼吁加强枪支管控、
改革移民政策。

一些政治分析师说，财力雄厚
的布隆伯格突然“搅局”恐怕会打
破现阶段的选举态势，让本已陷入
混战的选举变得更加雾里看花。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本政府1月23日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2015年向日本政府申请
难民身份者的数量已突破 7000人，
创历史新高。其中，申请成功者仅
有27人，占申请者总数的不到1%。

针对日本政府冷对难民申请
者的做法，一些相关组织敦促日本
政府降低门槛，收留更多难民。

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 23 日
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
向日本政府提交难民申请的人数
为 7586 人，比 2014 年增加了 2500

多人，创历史新高。其中，获批者
仅有 27人，占申请者总数约 0.4%。

从来源国来看，申请者来自全
球 69 个国家。其中，人数最多的
国家为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土耳
其和缅甸。获批的 27 人分别来自
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以
及叙利亚等国。

针对超过 99%的申请者遭拒，
一些为难民争取权益的组织表示
不满，要求日本政府收留更多难
民。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专电 好不容易有了
假期，却不知道去哪儿玩？不妨看
看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新出版
的《世界旅游晴雨表》吧。晴雨表
发布了 2015 年的旅游数据，依据
游客数量增长情况评出 2015 年的
10 个大热旅游目的地，依次为巴
拉圭、塔吉克斯坦、纽埃岛、日本、
冰岛、波黑、巴拿马、泰国、智利、帕

劳。巴拉圭 2015 年共接待了 128
万游客，游客数量比上一年增长
97% ，成 为 晴 雨 表 中 的 旅 游“ 爆
点”。但就受欢迎程度而言，它在
南美地区仅位列第八，排在巴西、
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
瓜多尔、乌拉圭这七国之后。看了
这份榜单，你是不是想好自己要去
哪儿看看了？

据新华社纽约1月23日电 尽管气
象部门提前数天就预告暴风雪可能降
临，但暴雪真的在寒风的裹挟中扑面而
来的时候，纽约市民们还是惊呆了：没有
人见过这么大的雪。这是自 1869 年有
记录以来纽约第三大降雪。当地电视台
描述这次降雪时，使用了“一生一次”这
个词。

纽约 1 月 22 日白天还是艳阳高照，傍
晚开始，天空变得灰暗。入夜后，狂风大
作。23 日早晨，窗外已经是白茫茫一片，
停在路边的汽车半埋在雪中。更多的雪
还在随着狂风旋转落地。

下午的雪变得更大，路边的车已经完
全被积雪覆盖。一些居民在门口铲雪，但
刚铲过的路面很快又积起厚厚一层。在
已经停航一天的肯尼迪国际机场，23 日
晚间测量的积雪厚度已达 70 厘米。这次
被命名为“乔纳斯”的强暴风雪已经自南
向北横扫了几乎整个美国东部地区，已有

8500 万人受到影响，至少 19 人因雪灾丧
生，其中 3 人在纽约。

暴风雪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便。纽约
市长德布拉西奥 23 日上午宣布，从下午 2
时 30 分开始全市进入紧急状态，除应急
抢险车辆外的一切车辆均不得上路行
驶。紧急状态将持续至 24 日晨 7 时。

官方统计说，美东部地区有超过 15
万人在此次雪灾中遭受断电之苦。断电
家庭一般居住在小镇或山区。

东部高速公路上，众多车辆陷在积
雪中等待救援。纽约市因为禁止车辆
上路，雪白的路面空空荡荡。纽约与外
界的空中联系已经完全中断，打开纽约
各大机场网站，航班状态全部显示“取
消”。

除暴雪外，美国东海岸还遭遇强风和
洪水。新泽西州沿海的怀尔德伍德镇发
生洪灾，部分地点水深齐胸，救援人员划
小艇救出 100 多名困在水中的居民。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23日电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黑兰会见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习近平指出，中伊友好情谊既源
于中伊两大民族友好交往的悠久历
史，源于两国人民困难时刻的相互扶
持，也源于两国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
弥足珍贵。当前，中伊关系发展面临
新的契机。中方始终是伊朗可以信赖
的合作伙伴，愿同伊方深化各领域合
作。中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
伴。中方愿同伊方对接发展规划，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不断推进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产能、能源等领域合作，
让中伊合作惠及两国人民，中伊友好
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
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和伊朗都是
发展中国家，两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
和实践，选择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方愿同伊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相互
支持，共同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
定、发展。

哈梅内伊表示，中方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恰逢其时。伊朗是“一
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愿在共建“一
带一路”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
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伊方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
区安全、和平、稳定。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23日电 阿拉伯
大漠砂碛旷远，尼罗河河水奔涌向前，厄
尔布尔士山峻险雄阔。

1 月 19 日至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邀对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进行国事访
问。1 月 24 日，在结束对上述三国国事访
问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3 国 5 日 ，3 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各界
人士、3 个区域组织的负责人，约 40 场活
动密集举行，务实高效，成果丰硕。

传统友谊新坐标
飞越崇山峻岭，横跨亚非两洲。习近平

主席中东之行，是中国国家主席 7 年来首
次访问沙特，时隔 12 年再次访问埃及，14
年来首次访问伊朗。

19 日正午，习近平主席专机进入沙特
领空，沙特王室成员亲自驾机，率 4 机编队
为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宾护航。

同样是战机护航、摩托车队和马队护
卫。塞西总统亲临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
到来。访埃期间，塞西总统全程陪同。经
过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意犹未尽，塞
西总统又拉住习近平主席再次进行小范
围会谈。习近平主席成为新选出的埃及
议会迎来的第一位外国元首。

厄尔布尔士山南麓，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正式生效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举
世瞩目。为迎接习近平主席，鲁哈尼总统
专门调整了自己的访欧行程。

萨德阿巴德王宫，古木苍劲，气韵恢

弘。鲁哈尼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两年多来
第五次正式会面。同拉里贾尼议长会见
后，习近平主席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深谈 1 个小时。

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访问期
间，习近平主席专门安排时间会见 10 位阿
拉伯友人，祝贺他们获得“中阿友好杰出
贡献奖”。

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刮起“中国风”，将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友谊推向新高度。

共同发展新机遇
“我们都有发展任务，都面临关键时间

节点和道路选择的问题。”谈到中国与中东
国家发展合作，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习近平主席
中东之行，将中国同中东各国的发展战略
进一步对接起来，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
作潜力进一步挖掘了出来。

3 个国家，50 余项合作协议。从产能
合作到铁路建设，从电网改造到“网上丝
路”，从金融投资到航天合作，从气候变化到
科技文化，涉及领域众多，发展前景广阔。

阿卜杜拉国王石油研究中心，习近平
主席出席中沙延布炼厂投产启动仪式，同
萨勒曼国王共同按下红色启动键。

宽阔的库巴宫门厅，习近平主席同塞
西总统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二期揭
牌。纺织服装、石油装备、摩托、太阳能等
100 多家企业将要入驻，红海之滨、荒漠之

上，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越发朝气蓬勃。
在习近平主席直接推动下，中国与海

合会自贸协定谈判取得重大突破。1 月 19
日，双方原则上结束货物贸易实质性谈
判，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

命运与共新未来
中东向何处去？世界屡屡提及“中东

之问”。“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
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
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

‘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
络。”这是习近平主席代表 13 亿多中国人
民向世界作出的郑重承诺。

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习近平
首次提出“五大行动理念”，宣誓做中东和
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
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
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在阿盟总部，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向
巴勒斯坦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今年将再向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提供
2.3亿元人民币人道主义援助；设立150亿美
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同阿联酋、卡塔
尔设立共计 200 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
现场一次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主席对中东 3 国的历史性访
问，在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画卷上绘就浓墨
重彩的一笔。中国将同中东各国人民一
道，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迈向共同
发展新征程。

中缅铁路怒江特大桥开工
为世界上跨度最大钢桁梁铁路拱桥

自掏 10亿美元腰包

布隆伯格欲竞选美总统

日拒绝 99%难民申请

去哪玩儿？看旅游晴雨表

纽约遭遇百年不遇暴风雪

迈向共同发展新征程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埃及、伊朗综述

1月 24日，在印度加尔各答，印度边境保安部队士兵在等待阅兵式
带妆彩排时跳舞。印度将于 26日在首都新德里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以
庆祝第 67个共和国日。 新华/法新

印度将举行阅兵式

1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黑兰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新华社发

记者参观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沙盘（2014年11月11日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
作区位于苏伊士湾西岸，由天津泰达运营，为当地创造2000多就业岗位。 新华社发

1 月 23 日，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内的阶梯上滑雪。暴风雪自 22 日晚起袭击美
国东北部，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 23日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新华社发

这是怒江特大桥墩柱和缆索吊塔架（1 月 19 日摄）。1 月 24 日，中
缅国际铁路大理至瑞丽段的控制性工程——怒江特大桥全面开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