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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1月
11日电（记者王守宝） 由中企承
建的东非最高建筑埃塞俄比亚
商业银行新总部大楼 11 日正式
封顶。

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新总部
大楼高206米，位于埃塞俄比亚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商务中心区域，
集银行、会议、高端写字楼、餐饮、

购物等业态于一体，由中国建筑股
份有限公司承建，项目于2015年7
月开工，建成后将成为埃塞俄比亚
的一个重要地标。

在封顶仪式现场，中建八局天
津公司董事长赵喜顺说，埃塞俄比
亚商业银行新总部大楼是目前东
非第一高楼。项目实施以来共为
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

中企承建的东非最高建筑封顶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11 日
电（记者朱东阳 刘晨） 美国国务
院 11 日说，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
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话
时，敦促沙特追究沙特记者卡舒吉

遇害案涉案人员责任。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声

明中说，蓬佩奥在通话时强调，美
国将追究参与杀害卡舒吉人员的
责任，而沙特也“必须”这样做。

美国敦促沙特
追究卡舒吉案涉案人员责任

据新华社莫斯科 11月 12日
电（记者马晓成） 从“光棍节”到
网上购物狂欢，“双十一”走过 10
年，已成为俄罗斯最热门的网络促
销活动之一，并悄然改变俄罗斯人
的购物习惯。

“双十一”期间，打开阿里巴巴

旗下全球速卖通网站页面，琳琅满
目的商品同样以打折活动吸引着
俄罗斯网民“买买买”。

相关数据显示，约一成俄罗
斯消费者在“双十一”活动前两
周就已经开始选择商品加入购
物车。

“双十一”改变俄罗斯人购物习惯

据新华社巴黎 11月 11 日电
（记者韩冰 王子辰） 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1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
发表讲话，呼吁坚持通过多边主义
来应对社会不平等、核武器扩散、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古特雷斯在当天开幕的首届

巴黎和平论坛上发表讲话说，事
实证明，通过多边主义的合作来
应对各类挑战已取得累累硕果，
在当今全球面临恐怖主义以及其
他多种威胁的背景下，多边主义
不仅仅是“一种希望”，而且“不可
或缺”。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坚持多边主义

11月1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参加独立日游行活动的人群通过波尼
亚托夫斯基大桥。波兰11日举行阅兵仪式、游行等多项纪念活动，庆祝
独立100周年。 新华社发

波兰庆祝独立100周年

反对美军基地
冲绳新知事赴美游说

核心
提示

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11日从东京羽田机
场出发，开始就任后对美国的首次访问。

作为驻日美军之子，这名新知事着眼美国“草
根”，试图借民间舆论带动美方转变对冲绳美军基

地的态度。

玉城 9 月 30 日当选冲绳县知事，
接替已故前任知事翁长雄志。他本月
11日至12日访问美国最大城市纽约，
13日至15日将访问首都华盛顿，直接
向美方民众、政府官员和议员表达冲
绳民众反对新建美军基地的心声。

玉城11日在纽约大学演讲时说，
他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以明显优势战
胜赞成新建基地的对手。冲绳六至七
成民众反对填海造地、把美国海军陆
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宜野湾市区搬
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要求美军基
地迁出冲绳。他说，冲绳“不需要日美
政府强推的新基地”。冲绳《琉球新
报》报道，自 1972 年美军向日本移交
冲绳群岛管辖权以来，在玉城以前共
有5任县知事19次访美。

传心声

玉城的母亲是冲绳人，父亲是原
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玉城相
信，这一特殊身份能给冲绳对美交往
带来优势。

《琉球新报》解读，纽约民间政治
团体活跃，许多美国主流媒体在这里
运营。

鉴于日美两国政府坚持基地搬迁
的立场强硬，玉城试图借助美国民众
和媒体，为冲绳争取更多理解，进而推

动与日美政府对话。
大约 140 人参加玉城在纽约大

学的演讲。现年 48 岁的美国摄影师
塞思·格罗斯曼告诉日本共同社记
者：“冲绳基地引发许多问题。美军
最好把基地搬到别的地方。”

从明尼苏达州赶来的冲绳人岛直
子说，玉城访美是第一步，“大多数美
国人不知道冲绳面临的问题，我（对结
果）不乐观”。

民促官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务院
官员告诉《琉球新报》记者，在他看来，
玉城当选得益于“他令人印象深刻的
人生轨迹和对（已故）前知事翁长雄志
的同情票”。除了从翁长那里继承的
反美军基地战术，玉城没有新招，因而
状况不会发生变化。

另一名国务院官员更加直截了
当：“我们对接的是日本政府”、而非冲
绳县政府。

按照他的说法，美方将与日本政
府一道推进现行搬迁计划。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10
月 19 日与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在新
加坡会谈，再次确认搬至边野古地区
是回避普天间基地潜在风险的唯一解
决办法。 据新华社专特稿

难扭转

巴西发生山石砸倒民房事件15人死亡

上图：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
尼泰罗伊市，消防员在事故现场
工作。

下图：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
尼泰罗伊市，救援人员运送一名
遇难者的遗体。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
市 10 日凌晨发生的山石滚落砸
倒民房事件，截至11日共造成15
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

里约热内卢州所在的巴西东
南部地区多山，强降雨极易导致
山体滑坡。2010 年，尼泰罗伊市
曾发生一起滑坡事件，造成48人
死亡。

新华社发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1
日说，当天在法国首都巴黎参加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期间，
他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简短
而良好的交谈。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特朗普没有
谈及《中导条约》。普京说，希望与美方
就这一军备控制条约恢复全面磋商。

竖拇指

一战结束百年纪念仪式在凯旋门
附近举行。法新社报道，普京是最后
一名抵达现场的外国领导人。

走向观礼台第一排的位置时，普
京微笑着与特朗普握手，朝对方竖起
大拇指，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普京 11 日早些时候接受俄罗斯
电视台专访时证实，他和特朗普不作
双边会晤，是为了避免抢东道主、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风头。“我
们同意不打乱主办方的工作日程，应
他们要求将不组织任何会晤。”

普京和特朗普曾数次在多边场合
会晤，今年 7月 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
辛基首次正式会晤。

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会晤后的联合
记者会上否认美国情报部门所作结
论、即所谓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
总统选举，在国内触发舆论风暴。特
朗普次日改口，说那是口误。

调座位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为了防止
普京和特朗普“抢头条”，法方对当天爱丽
舍宫工作午餐的座位安排做了“手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俄方代表团
成员为消息源报道，普京和特朗普原
本应分别坐在马克龙两侧，法方调整
座位安排，让两人隔着桌子相对而坐，
难以交谈。坐在普京身边的是欧洲联
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和联
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据爱丽舍宫和美国白宫消息，马克
龙、特朗普、普京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
克尔共进午餐时泛泛讨论多个议题，包
括涉及叙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
的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事务。

虽然在巴黎没能“单聊”，普京和
特朗普有望 11 月底 12 月初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

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11日说，俄美尚未就两人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会晤达成“具体
协议”。美方条件不断变化，俄方或许
会作出调整，“我们无法确认任何事”。

盼对话

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国际文传电

讯社，普京和特朗普在巴黎的简短交
谈没有涉及《中导条约》。

外界原本期待普京和特朗普在巴
黎商讨《中导条约》事宜。特朗普上月
指认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认定条约
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宣布美国将退
出这一“冷战”时期达成的军控条约。

就《中导条约》，普京接受俄媒体
专访时说，希望与美方恢复全面磋商。

普京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准备
对话，要退出《中导条约》的不是我
们”，而且美俄双方都致力于恢复对
话。他说，在高级别或最高级别对话
之外，“更重要的是专家级别对话”，

“希望能恢复全面磋商”。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

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上世
纪80年代由苏美两国领导人签署，规
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
和弹道导弹。

普京还希望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对话化解军事演习引发的争议。他
说，总体上，俄方“冷静对待”北约在俄
边境附近军演，已尽力避免在北约成
员国边境附近举行大规模演习。“我们
最近的大型演习都在（俄罗斯）东部，
距北约成员国边境数千公里。”

普京说，希望与北约保持对话，期
待这种对话发挥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专特稿

俄美首脑巴黎简短交谈

11月10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法国总统马克龙（右）和德国总理默克
尔为一块新纪念牌揭牌后握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
在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北约60公里的贡比涅森林中共同纪念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百年，重申法德和解对于维护和平的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

纪念一战结束百年
法德首脑重申和解

●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罗戈
津12日表示，俄将于2019
年底停止使用“联盟－FG”
运载火箭。

●巴勒斯坦卫生部官员 12
日凌晨宣布，11日以色列在
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
的军事行动已导致7名巴勒
斯坦人死亡。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12日
发表声明说，一艘搭载非法
移民的船当天早些时候在土
西部爱琴海海域沉没，造成
10人失踪。

●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 12
日在新加坡签署东盟电子商
务协议，旨在促进区域内跨
境电商贸易便利化。

●印度民航总局 12 日宣
布，因未能通过强制性的飞
行前酒精测试，印度航空公
司一名机长被吊销飞行执
照3年。

●斯里兰卡部分政党12日上
诉最高法院，质疑总统西里塞
纳日前解散议会的合法性。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2日电
（记者王可佳 姜俏梅） 据日本
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12 日中午，
一架美军航母舰载机在冲绳县东
南海域坠毁，机上2人已获救。

据报道，失事地点位于冲绳
县那霸市东南约 250 公里的海
域。这架失事的 FA－18 战斗机
是美军“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
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在发现飞机
失控后，2 名飞行员紧急弹射逃
生，随后被美军直升机救起。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
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虽然
目前未接到坠机事故相关受害报
告，但日本政府认为类似事故会
给周边地区居民带来很大不安，
不应发生。政府将继续强烈要求
美方提供有关情报并贯彻安全管
理原则。

一美航母舰载机
在冲绳附近坠毁

据新华社伦敦11月12日电
（记者孙晓玲）英国特许人才管
理开发协会 12 日发布的 2018 年
秋季劳动力市场调查显示，由于
招聘和留工压力不断增大，近半
数受访企业提高了招聘起薪。

该协会对英国超过1千家企
业进行的调查表明，为应对招聘
压力，约 48％的企业提高了起
薪；44％的企业表示填补职位空
缺变得更加困难。

英国特许人才管理开发协
会劳动力市场顾问杰文·戴维
斯说，这些数据表明企业面临
持续的招聘和留工压力，这对
求职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不
断增加的劳动技能需求和劳动
力短缺也意味着一些员工的工
作量将增加。

应对用工短缺

英近半数企业
提高起薪

据新华社美国达拉斯 11 月
12日电（记者周舟） 新一期全球
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 12 日在美
国达拉斯发布，美国超级计算机

“顶点”蝉联冠军，中国超算上榜总
数仍居第一，且数量比上期进一步
增加。本次新榜单显示，中国超算

“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分
别位列第三、四名。德国超算“超
级 MUC－NG”首次跻身十强，位
列第八。这台安装在德国莱布尼
茨超算中心的超级计算机，由联想

公司制造。
从上榜的超算总数看，中国从

半年前的 206 台增加到 227 台，占
全部上榜超算总量的 45％以上。
美国超算上榜总数为109台，创历
史新低，但在计算能力上继续保持
优势。

榜单还显示，中国企业在全球
十大超算制造商中占据了前三名，其
中联想以140台名列冠军，浪潮以84
台名列亚军，中科曙光以57台名列
季军。华为制造14台，位列第八。

更多中国超级计算机
登上全球500强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