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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 月 14 日在菲律宾马尼
拉港 15 号码头拍摄的中国海警
5204舰上的海警人员。

下图：1 月 14 日在菲律宾马尼
拉港 15 号码头拍摄的中国海警
5204舰。

参加中菲海警海上合作联合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暨第二次高层会晤
系列友好交流活动的中国海警
5204舰，14日上午靠泊在菲律宾马
尼拉港 15 号码头。这是中国海警
舰艇首次访问菲律宾。

新华社发

中国海警舰艇首次访问菲律宾

1月14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大熊猫宝
宝“谊谊”庆祝生日。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14日为在马出生的第二只雌
性大熊猫宝宝“谊谊”庆祝两周岁生日。 新华社记者 朱 炜 摄

马来西亚
为在马出生的大熊猫“谊谊”庆生

1月14日，潜水员在新加坡S.E.A.海洋馆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
表演水下舞龙。 新华社发

新加坡水下舞龙庆新年

1月13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的律师穆罕
默德·爱资哈尔·西迪基（中）离开法院后做出V型手势。

巴基斯坦拉合尔高等法院13日裁定，判处前总统穆沙拉夫死刑的特
别法庭的组成违反宪法。 新华社发

巴基斯坦一法院裁定
判穆沙拉夫死刑的特别法庭违宪

据新华社联合国1月13日电
（记者尚绪谦）联合国邮政管理处
日前发行中国农历庚子鼠年特别版
邮票版张，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到来。

该邮票版张由每枚面值 1.20
美元（1美元约合6.9元人民币）的
10 枚邮票组成，整个版张定价
14.95美元。

联合国发行中国农历鼠年邮票

新华社德黑兰 1月 14 日电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 14 日报道，伊
朗司法部门已逮捕数名乌克兰客
机事件相关人员。

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伊斯梅利

当天上午召开发布会，表示专家组
正调查、审问相关人员并收集相关
文件，已逮捕数人。伊斯梅利表示，
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已被送往法国解
密，伊朗和乌克兰专家将全程参与。

伊朗逮捕数名
乌克兰客机事件相关人员

据新华社瓦莱塔1月13日电
（记者袁韵） 罗伯特·阿贝拉13日
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宣誓就任总理。

阿贝拉11日在执政党工党举
行的选举中获胜，当选为该党新任
领导人，接替穆斯卡特成为马耳他
第十四任总理。根据马耳他选举

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
罗伯特·阿贝拉生于1977年，

是马耳他前总统乔治·阿贝拉的
儿子。

马耳他工党于2013年赢得大
选上台执政。2017 年，工党再次
赢得大选并继续执政。

罗伯特·阿贝拉就任马耳他总理

据新华社马累1月14日电（记
者唐璐）由中国政府援助的中国-马
尔代夫眼科中心揭牌仪式 13 日下午
在马尔代夫胡鲁马累医院举行。

2016年和2017年，中国医疗队都
曾赴马尔代夫开展“光明行”活动，在
马实施了205例免费白内障手术。在
胡鲁马累医院建立中马眼科中心是中
马两国政府经过认真考察后的决定。

中国-马尔代夫
眼科中心揭牌

伊朗政府13日否认就乌克兰航
空公司客机在首都德黑兰坠毁一事

“掩盖真相”。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架客

机坠毁三天后承认“人为错误”，为
误击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国家电视
台援引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的
话报道：“在那些悲伤的日子，一些
批评直指相关官员和政府……一些

官员甚至受到撒谎和掩盖（真相）的
指认，但坦白讲，情况不是那样。”

乌航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
8 日早晨从德黑兰霍梅尼机场起飞
后不久坠毁，17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全部遇难。伊朗政府11日确认，伊
朗军方由于“人为错误”发射导弹，
击落这架客机。

拉比埃认定，伊朗政府官员直

至10日才得知伊斯兰革命卫队误击
客机。他说，“关键是我们没撒谎”，
政府官员11日以前提供的所有细节
都依据当时掌握的信息。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承诺“彻
底调查”乌航客机遭误击事件。伊朗
方面已经邀请来自加拿大、法国、乌
克兰和美国的专家参与调查。

据新华社专特稿

就误击乌航客机

伊朗否认“掩盖真相”

据新华社微特稿 国际金融协会
报告显示，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
比率2019年第3季度达到322%，创历
史最高纪录。

彭博新闻社14日援引国际金融协
会《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报道，全球债
务 2019 年第 3 季度增加近 10 万亿美
元，达到近253万亿美元。全球债务包
括世界各地家庭、政府和企业负债。

全球债务水平
2019年创最高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日内瓦记者刘曲、驻曼谷记
者汪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13日发表
一份声明说，已收到在泰国确诊一名
中国旅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报告，
并援引泰国官员的消息表示这名患者
正在康复中。

泰国发现1例
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14日电
巴基斯坦官员14日说，巴控克什米尔
地区过去24小时内发生多场雪崩，导
致至少61人死亡。

尼卢姆山谷受雪崩影响最为严
重，共有57人死亡。巴基斯坦军方和
救援组织正在开展救援行动，军方已
派出直升机前往灾区。

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雪崩致61人死亡

●1月1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罗照辉在莫斯科同俄罗斯副外长
莫尔古洛夫举行磋商，就朝鲜半
岛问题及亚太形势进行沟通。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
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年底，在乌经营的中资企业达
1652家，比2018年增加531家，
增幅近47.4%。

●东京商工调查所14日发布报
告说，2019年日本负债额1000
万日元（1美元约合110日元）以
上的破产企业共有8383家，比
前一年增加1.8%。

●美国财政部13日宣布对7名
委内瑞拉议员实施制裁，包括5
日当选委内瑞拉议会新一任主席
的路易斯·帕拉。

●美国司法部13日声明，将沙特
阿拉伯空军学员在美国海军基地
枪击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

●埃及议会14日批准总统塞西
日前签署的总统令，全国范围的
紧急状态将自本月27日起再次
延长3个月。

●秘鲁警方12日逮捕6名外国
游客，因为他们涉嫌擅入马丘比
丘印加古城遗迹禁区并在里面排
便和破坏古迹。

●加纳14日发生一起两辆客运汽
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造成34
人死亡。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新华社仰光1月14日电（记者
车宏亮 张东强）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
平喜欢的典故》系列节目缅文版14日在
缅甸仰光举行上线仪式，当天开始在缅
甸知名商业电视台天网电视台播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系列节目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节目精心选

取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文章和谈话
中引用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名言名句
和历史故事，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从
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的理念。此前这
部作品已被译成英语、日语、西班牙
语、意大利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多
种语言发布，获得广泛关注和热评。

为帮助缅甸受众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国文化，在上线仪式上，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和缅甸天网电视台还特别邀请
缅甸文化学者，制作《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特别节目，探讨习近平主席引用的
中国典故对缅甸、特别是对缅甸年轻
人的启迪。

上线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编译的《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缅文版图
书也举行了首发式。

缅甸天网电视台频道总监登丹
乌说，《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系列节目
制作精良，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喜爱
的诗词和典故，为缅甸观众了解中国
文化和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提供了新
的角度。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系列节目
缅文版在缅甸电视台播出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
郑明达） 针对美方取消对中国“汇
率操纵国”认定一事，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14日表示，中国本来就不是汇
率操纵国。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
实以及国际社会共识。

美国财政部13日发表半年度汇
率政策报告，取消去年 8 月对中国

“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
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
社会共识。”耿爽在14日举行的外交
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
示，“最近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评估结论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大体
上是符合经济基本面的，客观上否认
了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说法。”

耿爽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

大国，我们曾多次重申不会搞竞争性
货币贬值，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
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耿爽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深
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以市
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
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
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稳定。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月 14日
电（记者刘兵） 赵新民，生于1956
年2月13日，1976年11月参加公安
工作，生前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
分局西门派出所教导员。在参加公
安工作的26年中，赵新民忠于职守、
秉公执法，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先后
参与破获多起刑事案件，为维护乌鲁
木齐社会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2年2月1日11时许，一名歹

徒身绑炸药，在人流集中的闹市区企
图制造事端。接警后，赵新民带领民
警迅速赶赴现场。面对穷凶极恶的
歹徒，他毫无惧色，沉着应对。

关键时刻，赵新民奋不顾身地堵
住歹徒的去路，歹徒突然引爆了炸
药。当日14时55分，赵新民因伤势过
重，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赵新民用生命践行了人民警察
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
律的誓言。2002年3月21日，公安部
授予赵新民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
称号；2002年3月25日，乌鲁木齐市
委追授他“优秀共产党员”；2002年5
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

赵新民：勇斗歹徒光荣牺牲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巴黎 1月 14 日电
（记者唐霁 刘芳）法国、德国和英
国三国外交部长14日在巴黎发表
联合声明，呼吁伊朗遵守在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伊核协议）中所作
的承诺。声明表示维护核不扩散

体系并确保伊朗永不拥有核武器
符合法德英三国和其他欧洲伙伴
国“共同安全的根本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再次指
责伊核协议“有缺陷”，称伊核协议
各方应重新制定新的协议。

法德英敦促伊朗遵守伊核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