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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中印联合培训阿富
汗外交官项目11日在印度
首都新德里启动，10名阿富
汗外交官将参加在印度和中
国进行的培训活动。

●美国谷歌公司12日宣布
与大型公益医疗保健机构阿
森松结成伙伴关系，向后者
提供云计算服务。

●捷克12日宣布，将从美国
购买12架军用直升机，包括
UH-1Y型“毒液”直升机和
AH-1Z型“蝮蛇”直升机。

●阿富汗政府官员13日说，
首都喀布尔当天早上发生一
起爆炸袭击，造成7人死亡。

●路易港消息：毛里求斯新
一届政府12日在位于莫卡
市的毛总统府宣誓就职。

●联合国12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自1975年以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肥胖
人口比例呈“爆炸式”增长，
成人肥胖率增长了三倍。

●美国密歇根州一家医院
12日确认，一名17岁男孩
因使用雾化型电子烟致使肺
部损伤，10月中旬接受肺移
植，替换受损的双肺。

●一辆长途公交客车12日
清晨在秘鲁北部拉利伯塔德
省境内行驶时坠入300米
深的山谷，造成13人死亡、
15人受伤。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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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预算发难

不愿在媒体报道中公开姓名的消
息人士说，世贸组织预算委员会12日在
瑞士日内瓦召开例行会议，美方代表发
难，就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预算表达担
忧，认为部分资金可能挪作他用。

美国是世贸组织预算的最大出资
方。彭博新闻社报道，这一机构本年度
预算1.97亿美元，美方出资2280万美元。

依据规则，事关世贸组织的决定
必须由全部164个成员达成共识。一
旦美国阻挠，世贸组织预算将无法如
期通过。

世贸成员必须在年底以前通过
2020年和2021年预算。彭博社报道，
如果美方阻挠，世贸组织最严重情况
下可能停止运转，迫使各国从根本上
重新审视对世贸组织谈判贸易协定、

解决争端的依赖。
世贸组织发言人和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拒绝回应彭博社上述报道。

设阻泄不满

彭博社报道，暗示阻挠预算，反映
美方对世贸组织施压升级；今后两个
月，世贸组织可能面临两大难关。

一方面，是世贸组织可能没有维
持运转所需预算；另一方面，世贸组织
上诉机构可能陷入瘫痪。

美国政府长期指认世贸组织贸易
争端解决机制超越职权，“侵害美国主
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8

月威胁退出世贸组织。
作为世贸组织裁决贸易争端的

“最高法院”，上诉机构由7名成员组
成。由于美方一段时期以来阻碍新成
员遴选进程，这一机构现在只有3 名
成员，是维持上诉程序运行的最低有
效人数。

其中，两名成员定于12月10日任
期届满。成员之一托马斯·格雷厄姆已
明确将如期卸任，不会依据特例条款继
续审议世贸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

施压改仲裁

世贸组织预期22日举行会议，商讨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回应并处置成员关
切，尽快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

彭博社报道，上诉机构现有10多
项贸易争端有待裁决，包括欧洲联盟
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限制、美国与加
拿大纸业和软木材贸易纠纷。

因担忧美方继续阻挠上诉机构成
员遴选，欧盟、加拿大和挪威已同意自
行设立临时仲裁机制，沿用世贸组织
原则和惯例，对加入倡议国家之间的
纠纷作“平行”仲裁，直至世贸组织仲
裁机制恢复正常。

欧盟贸易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
斯特伦说，有必要设立临时仲裁机
制，防止国际贸易体系倒退回“丛林
法则”时代。依照一些分析师的看
法，美方的着力点，是迫使世贸组织
改变仲裁机制，以便仲裁结果对美方
更为有利。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不满仲裁

美国对WTO施压升级
核心
提示

美国代表12日暗示可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
(WTO)今后两年的预算。美方如果把威胁付诸行动，
可能导致世贸组织从明年起停止运转。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1月 13
日电（记者李浩） 由中国山东省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与巴基斯坦
白沙瓦工程技术大学联合设立的

“巴基斯坦-中国联合研发实验
室”揭幕仪式 12 日在巴基斯坦开
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举行，

该项目将在巴农业自动化领域发
挥引领作用。

中巴联合研发实验室成立后，
两国科研人员将共同研发智能喷药
机、智能收割机、智能堆料机等设
备，推动智能农机装备在巴基斯坦
的产业化，提升巴农业自动化水平。

中巴组建联合实验室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说，美国正在追踪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新头目，“已
经掌握”他的下落。

特朗普12日在纽约经济俱乐
部发表演讲，声称美国已经相继消

灭巴格达迪和他的继任，现任头目
的行踪在掌握之中。特朗普没有
提到新头目的姓名。美联社报道，
他指的可能是代替阿布·贝克尔·
巴格达迪领导这一极端组织的阿
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拉希。

美国正追踪“伊斯兰国”新头目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前国务
卿希拉里·克林顿 12 日声称不少
人敦促她参加 2020 年总统选举，
但她没有参选打算。

希拉里当天在英国广播公司
“5点钟直播”节目中说，她从来不
说“绝不”，“我现在承受来自许多

人的巨大压力，他们让我考虑（参
选）”。但是，“这完全不在我的打
算内”。

美国总统选举明年 11 月举
行。希拉里所属民主党现有20多
名总统竞选人，包括前副总统乔·
拜登。

希拉里称没打算参选总统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11月 13
日电（记者王薇 聂云鹏）亚丁消
息：也门政府官员13日说，也门政
府位于中部马里卜省的军事基地
当天遭到导弹袭击，造成至少5人
死亡、11人受伤。

当天，也门政府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
导弹袭击造成巨大爆炸，导致 5
名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高级
军官。

他说，也门国防部临时办公地
正位于这一军事基地内。目前，尚
无任何组织承认制造了袭击。

也门政府军基地遭导弹袭击

据新华社柏林11月 12日电
（记者张远 任珂）德国警方12日
说，警方当天在该国西部城市奥芬
巴赫逮捕 3 名涉嫌发动恐怖袭击
的嫌疑人。

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发言人
说，警方当天出动特警等约170人，
对奥芬巴赫三处公寓进行搜查，逮

捕3名嫌疑人。其中一人为24岁的
北马其顿裔德国人，另外两人为土
耳其人，分别为22岁和21岁。

发言人表示，3 人据信为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警
方去年 10 月开始对他们进行跟
踪，在掌握大量证据后及时采取
了行动。

德国警方逮捕3名涉恐嫌疑人

这是11月12日在澳大利亚科夫斯港附近拍摄的救火车辆。澳大利
亚东部地区近日林火灾害严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新华社发

澳大利亚林火持续

上图：11 月 12 日，在叙利亚西北
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村庄，人们在空
袭过后的房屋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下图：11月9日，在位于叙利亚拉
斯艾因附近小镇泰勒塔米尔，一名受
伤者在接受治疗。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 11
月12日说，叙利亚西北部多个社区近
日遭遇炮击和空袭，联合国对该地区
约400万人的安危表示严重关切。

新华社发

叙利亚西北部多个社区近日遭遇炮击和空袭

联合国对平民安危表示严重关切

辞任总统的埃沃·莫拉莱斯当天
抵达墨西哥政治避难，指责对手发动

“政变”。
阿涅斯现年52岁。她12日在议会

援引宪法条款，自认是法定总统继任者。
“总统和副总统明确缺席（的情况

下），”阿涅斯说，“身为参议院负责人，
依据宪法，我即刻就任总统。”

阿涅斯出任临时总统获得玻利维
亚宪法法院支持。

莫拉莱斯所属政党抵制议会当天
正式任命阿涅斯为临时总统的会议，
认定阿涅斯继任临时总统“非法”。

莫拉莱斯所属政党的一名参议员
号召支持者当天开始示威，直至莫拉
莱斯回国并完成总统任期。

莫拉莱斯2005年、2009年和2014
年连续赢得总统选举，今年10月再次
当选。他是这个南美洲国家首名印第
安人总统和南美洲在任时间最久的左
翼领导人。反对党指认莫拉莱斯阵营
在10月选举中舞弊，拒绝承认选举结

果，要求重新选举。美洲国家组织10
日发布初步报告，认定计票过程中“大
量违规”，建议重新选举。

莫拉莱斯10日宣布，同意重新举
行总统选举。只是，军方和警方领导
人分别发表声明，呼吁他下台。莫拉
莱斯稍后宣布辞职，11日前往墨西哥
政治避难。

作为法定总统继任者，副总统、参
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 10 日同样辞
职，玻利维亚出现“权力真空”。

莫拉莱斯指认阿涅斯“代替”他是
玻利维亚“历史上最狡猾、最具灾难性
政变”的一部分。

莫拉莱斯12日抵达墨西哥，墨西
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前往机
场迎接。莫拉莱斯感谢墨方“挽救他
的生命”，指责对手发动“政变”、迫使
他下台。路透社报道，由于支持者围
住玻利维亚中部科恰班巴省奇莫雷的
机场，莫拉莱斯所乘飞机推迟起飞。

阿涅斯 12 日承诺尽快再次举行
总统选举。

依据玻利维亚宪法，法定人选继
任临时总统后，总统选举必须在90天
内举行。只是，玻利维亚最高选举法
院院长等多名官员先前因涉嫌选举舞
弊遭警方逮捕，玻利维亚选举系统受
到打击。阿涅斯11日说，总统选举必
须在明年1月22日以前举行。

据新华社专特稿

玻下野总统指认对手“政变”
核心
提示

玻利维亚参议院
第二副议长、反对派
成员珍尼娜·阿涅斯
12日出任临时总统，

称将在任命选举机构新成员后
尽快重新选举。

上图：阿涅斯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后戴上总统绶带。下图：在墨西哥城，
莫拉莱斯抵达机场后挥手致意。

据新华社微特稿 欧洲联盟
12日召开国防部长会议，批准13
个联合防务项目，包括打造无人反
潜系统和开设全新医疗培训中
心。至此，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
联合防务机制已批准47个项目。

德新社以欧盟人士为来源报
道，海上无人反潜系统将使用尖端
技术，将人工智能用于反潜作战。

欧盟新批13个
联合防务项目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电动
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
官埃隆·马斯克 12 日说，特斯拉
在欧洲的第一座工厂和一座工程
设计中心将设在德国首都柏林。

特斯拉公司今年10月宣布，
欧洲工厂预期2021年投入生产。

特斯拉欧洲工厂
选定柏林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13
日电 欧盟委员会日前宣布，美国
默沙东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获
得在欧盟上市许可，成为全球首
款正式获批上市的埃博拉疫苗。

据介绍，这款疫苗名为Ervebo，
适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主要对
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有
预防效果。

默沙东公司已向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递交上市申请，疫苗
有望明年在美国获批上市。

首款埃博拉疫苗
在欧盟获批上市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主要反
对党工党 12 日确认网络平台遭
遇“大规模侵袭”，影响一些竞选
活动。

工党在一份声明中说：“工党
的电子平台经历复杂、大规模的网
络侵袭。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多
亏我方强大的安全保障系统，侵袭
企图没能得逞。我们的平台没有

遭破坏，没有数据遭窃取。”
声明说，部分竞选活动推进速

度一度变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工党向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

心通报这起事件。
英国议会6日解散，定于12月

12日重新选举。竞选活动持续大
约 5 周，选举结果定于 12 月 13 日
凌晨揭晓。

英国工党网络遇袭

齐白石艺术展在希腊雅典开幕

11月12日，一名观众在希腊雅典塞奥哈拉基斯艺术基金会美术馆观
看齐白石艺术展。当天，由北京画院、中希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塞奥哈
拉基斯艺术基金会美术馆主办的“此中真味——齐白石艺术里的中国哲
思”展览在希腊首都雅典塞奥哈拉基斯艺术基金会美术馆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