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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 2月 18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签署命令，宣
布俄从即日起临时性承认乌克兰东
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部分地
区乌克兰公民和“无国籍”人士的一
系列身份证件，准许他们免签证进
出俄罗斯。

据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的消
息，在有关各方按新明斯克协议解
决乌克兰东部问题之前，该命令将
一直有效。普京签署的这项命令
指出，根据旨在保护人权的国际人
道主义法律的公认准则，俄罗斯从
签署该命令之日起，临时性承认在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
两州部分地区常住的乌克兰公民
和“无国籍”人士目前拥有并在当
地有效的身份证、学历证、出生证、

婚姻证明、专业技能证、交通工具
行驶证等。上述地区的居民凭身
份证，未满 16岁的人凭出生证，可
无需办理俄签证进出俄罗斯。克里
姆林宫还宣布，上述命令将一直执行
到有关各方按照新明斯克协议政治
解决乌东部这两地局势问题为止，俄
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执行这一命令。

另据俄新社报道，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副主席彼得·托尔斯泰
当天表示，普京签署的这项命令为
目前身处严重事态中的上述两州部
分地区居民提供了特殊援助。俄联
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
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贾巴罗
夫表示，这项命令并不意味着俄承
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该命
令宣布的是临时性措施。

据新华社首尔2月 19日电 中
国驻济州总领馆近日就中国公民
入境受阻问题向韩方提出交涉，同
时提醒拟前往韩国济州的中国公
民做好行前准备。

中国驻济州总领馆说，近期赴
韩国济州岛中国公民入境受阻案
件增多，总领馆方面高度重视，并
多次与济州出入境管理部门、济
州道政府、航空公司等有关单位
保持密切沟通、交涉，要求其保障
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并尽快安排
被拒入境人员返回。中国驻济州
总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此类案

件，并为涉事中国公民提供必要
协助。

同时，中国外交部和驻济州总
领馆再次提醒拟前往济州的中国
公民，一定要在行前做好准备，仔
细研读济州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提
供的入境说明，根据要求准备相关
材料。如入境受阻，建议与对方沟
通，如实说明情况，尽可能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争取放行。如遇紧急
情况、受到不公正对待或发生纠
纷，可及时与中国驻济州总领馆联
系，并收集和保存好证据，以便日
后通过投诉或司法途径解决。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
“潜龙二号”潜水器正式用于深海多
金属硫化物勘探，完成8次下潜，在
大洋43航次第二航段作业成功，标
志着以“蛟龙”“潜龙”“海龙”为代表
的“三龙”技术装备全面进入业务化
应用阶段。

记者日前从国家海洋局了解
到，“潜龙二号”在大洋43航次第二
航段共完成 8次下潜工作，水下作
业时间累计达170小时，总航程456
公里，最大下潜深度为3320米。

“潜龙二号”集成了热液异常探
测、微地形地貌探测、海底照相和磁
力探测等技术，为我国海底多金属
硫化物调查和勘探提供了高效、精
细、综合的先进手段。此次作业获

得了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合同
区近底精细地形地貌三维图，显示
了“潜龙二号”在洋中脊复杂地形环
境下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潜龙
二号”无人无缆潜水器和“海龙二
号”无人有缆潜水器组成的“三龙”
潜水器系列，是我国自行设计、自
主集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深
海勘察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深海运载
器。除了“潜龙二号”首次正式应用
获得成功之外，“海龙二号”参加过
多个大洋航次科考、得到多次成功
应用，下潜海域包括太平洋、南大西
洋和西南印度洋；知名度最高的“蛟
龙”号，目前正在执行大洋 38航次
科学考察。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
克尔·弗林辞职已近一周时间，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依旧未能觅得“意中人”填
补这一空缺。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特朗
普2月20日将会见4名可能人选，包括
代理这一职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
厅主任基思·凯洛格，外界此前看好的
中情局前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则已

“出局”。

尚需数日

弗林被美国《华盛顿邮报》曝光“电
话门”后，13日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
史上“最短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就这一职位空缺，特朗普团队已在
多方接触。

特朗普眼下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
的马阿拉戈俱乐部过周末。他19日在
社交网站推特上发文称：“这个周末在

‘南白宫’有很多会要开。”
斯派塞当天在马阿拉戈告诉媒体

记者，特朗普 20日将会见 4名可能人
选，分别是代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一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凯
洛格、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
尔顿、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校
长罗伯特·卡斯伦和美国陆军训练和教
育司令部高官H·R·麦克马斯特。

斯派塞说，特朗普可能还有更多人
选。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
长基思·亚历山大和美军陆军前参谋长
雷·奥迪尔诺是另外的潜在人选。

特朗普晚些时候表示：“我会在几
天后（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任命）

做出决定。”在这一人选上，他更倾向于
20日会见的人。

权力之争

特朗普一度对前中情局局长彼得
雷乌斯“感兴趣”。不过，按斯派塞说
法，这名退役四星将军已不在特朗普的
考虑范围内。

彼得雷乌斯曾任美国驻伊拉克部
队最高指挥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和
美国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2011
年9月出任中情局局长，2012年因曝出
与其传记作家葆拉·布罗德韦尔的婚外
情而辞职。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彼得
雷乌斯与退役海军中将罗伯特·哈沃德
一样，希望就任后，能够在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人事任免上“说了算”，而这违背
了特朗普意愿。

特朗普先前希望哈沃德接任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但被后者以家
庭和个人原因拒绝。消息人士称，两人
谈不拢的真正原因就在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人事任免上。

美国“政治”网站报道，白宫已经解
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西半球事务的
高级官员克雷格·迪尔，因为白宫收到
的报告称，迪尔曾批评特朗普及其高级
助手。对这一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发
言人未予置评。

与此同时，“政治”网站报道，美国国
务院也有一个副国务卿职位空缺，因为
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提名的人选被发
现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诋毁”特朗普。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都说“地中海式饮食”有益健
康。西班牙的研究又为这一说法增
添一个证据：研究显示，每天在食物
中添加四勺橄榄油有助防止斑块在
血管中沉积，从而有效预防心脏病。

巴塞罗那德玛尔医院医学研究
所评估了296名平均年龄66岁、具
有心脏病高风险的老年人，随机把
他们分成四组：一组吃添加大量橄
榄油的地中海式饮食，一组坚持地
中海饮食的同时每天额外吃一把坚
果，一组适量进食红肉、加工食品、
高脂奶制品和甜点，最后一组吃非

地中海式的健康饮食。
所谓地中海饮食，指以蔬菜水

果、鱼类、豆类、五谷和橄榄油为主
的饮食风格。

一年后，研究人员在《循环》杂
志上发表文章说，四组老年人高密
度胆固醇（HDL）含量均没有提高，
但有地中海饮食习惯的老年人
HDL功能得到增强，特别是那些每
天摄入大量橄榄油的老年人，HDL
清除血管壁上沉积斑块的能力得到
提高，血管也更加有弹性。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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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面试”忙

2月16日，在上海街头，市民演示使用手机软件定位“共享汽车”。 新华社发

▶2月 19日，一艘货轮行驶在
长江湖北省秭归县江段。随着气温
回升，长江三峡两岸山花次第开
放。

春光无限好

2月 18日，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一名示威者与宪兵对峙。法国
首都巴黎和尼斯、南特等多个城市日前爆发示威游行，以抗议警察暴力
执法。 新华社发

▼2月 18日，游客在滇池东大
河湿地公园玩耍。眼下，昆明滇池湖
畔春风拂绿、水鸟纷飞，周边 5.4万
亩湖滨生态带生机勃勃，吸引众多游
客到此踏青。 均为新华社发

手机下单、随叫随走、每公里 1
元……继“共享单车”后，时尚、酷炫
的“共享汽车”又成为北京、上海、深
圳、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十余个
城市的街头一景。谁在参与这个市
场 ？ 消 费 者 怎 么 用 ？ 如 何 管
理？——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城市，打
开有关“共享汽车”的三个问号。

谁在参与？

记者调查发现，首汽集团旗下
“Gofun出行”、乐视汽车平台“零派
乐享”、“宝驾出行”等“共享汽车”品
牌已进驻北京市场，其中“Gofun出
行”已经在北京储备1100辆车。

在上海，上汽集团与EVCARD
合资成立的环球车享已经投放运营
6500辆。2017年，公司将实现上海
核心交通枢纽的全覆盖，同时还将覆
盖至全国50个城市。途歌TOGO首
批100辆奔驰smart汽车已投放在人
民广场、淮海路、上海展览馆等地。

在广州，目前已有“有车”、EV-
CARD、驾呗等共享汽车运营商。在
深圳，比亚迪、中兴、车普智能、联程
共享四家企业的1000多辆分时租赁
汽车每天活跃在街头；戴姆勒旗下
car2share、途歌TOGO两家互联网
车企也加速进入深圳市场。

目前大部分公司选择电动车运
营，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国家信息

中心去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每分享1辆汽车，可以减少13辆汽车
的购买行为。

消费者怎么用？

在北京，记者下载“Gofun出行”
手机 APP，上传身份证、驾驶证照
片，缴纳押金 699元。不到 5分钟，
就获得一个账号。登录账号，记者在
距离最近的菜市口地铁站附近选择
一辆奇瑞EQ新能源车下单，收费是
每公里1元加上每分钟0.1元。记者

开车行驶了 9公里，
用时66分钟，费用总
计 15.6元，远远低于

北京市2.3元每公里的出租车运价。
西部城市重庆和成都，也是“共

享汽车”的热门投放区域。戴姆勒智
能 交 通 服 务 集 团 旗 下 的“ 即 行
car2go”押金只要99元。

与“共享单车”不同，开车上路就
有可能发生事故，更何况是这种面向
不确定的社会大众提供的驾车出行服
务。“共享汽车”如何保障驾驶安全？

记者发现，不少平台推出了保险
服务。比如，Gofun 在确认用车之
前，需要选择是否购买价值 10元的
不计免赔服务。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停车和违章费用，则需
要 用 户 承 担 。 此

外，为避免出现人为锁车、毁车、圈车
收费等不文明用车行为，各大平台都
在相关条款中做了规定，并明确了用
户需承担的相关费用及法律责任。

如何管理？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国内多地对
汽车分时租赁市场的监管大多仍属
空白，无章可循。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黄海波认为，城市管理者应该
积极关注“共享汽车”，研究是否需要
控制规模、设立市场准入规范、定义车
辆性质以及规范安全、保险等问题。

当然，多数专家也认同，对“共享
汽车”行业的发展,城市管理者应在
底线思维下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
境,否则服务网点少、停车难等障碍
会制约行业的健康发展。

记者近日采访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地交通管理部门发现，尽管各
地尚未出台管理细则，但均表达了对
这类新兴出行方式的鼓励态度。

此外，有专家指出，“共享汽车”
的使用权下放至流动的个体，因此对
使用者的素质和社会诚信度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建议加快实现企业内
部信用信息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
衔接，并以此为依据出台相关法律法
规来约束使用者的消费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共享汽车APP

使用方法：

下载手机APP

注册后，用手机在附近找到汽车使用

到达目的地后，把车还到指定的停车
网点或任意的正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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