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

责编 / 姜明菊 版式 / 彩英 校对 / 彩英

时报/天下

2018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五

三大候选人冲刺默克尔“接班人”之战
新华社柏林 12 月 5 日电（记者 张
默茨后来一度退出政界，在多家企
出的欧盟改革方案，保障欧盟团结，同时
远 任珂）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
业任职，与商界联系紧密，因此被视为
维护好跨大西洋关系。
民主联盟（基民盟）将于 7 日至 8 日在汉 “亲商派”
。
默茨获得企业界和党内富裕阶层人
堡举行全国党代会。此次会议将选举出
另一位候选人是卫生部长施潘。年
士的青睐，基民盟元老、现任德国联邦议
新的党主席，接替已担任这一职务 18 年
仅 38 岁的他从政经验丰富，22 岁就当选
院主席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也曾表态支
之久的默克尔。
联 邦 议 院 议 员 ，曾 担 任 财 政 部 国 务 秘
持默茨。
分析人士指出，基民盟是德国联邦
书。施潘乐于与媒体对话，在社交网站
而施潘则被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称为
议院第一大党，新的党主席有较大概率
上比较活跃，在党内属于
“新锐派”。
“反默克尔的党内民粹主义者”。在此前
成为德国未来总理，因此会议不仅对基
各有主张
举行的一些基民盟地方会议上，施潘激
民盟至关重要，还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克兰普-卡伦鲍尔的
烈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他的支持者
德国政坛格局。
主张或可称作“修补路线”。如果她当选
大多是对默克尔政策不满的党内基层和
三大候选人
党主席将在较大程度上维持默克尔时代
保守派人士。
基民盟自 11 月中旬以来已陆续举行 “中间、包容”的思路，包括延续默克尔的
影响很大
多场地方会议，
多位党主席候选人进行了
难民政策、支持最低工资标准法案以保
从德国民调机构迪麦颇近期发布的
自我推介。目前看，
基民盟秘书长安妮格
护工人福利等。外交政策方面，她支持
民调结果看，克兰普-卡伦鲍尔在基民盟
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
联盟党前议会党
多边主义，愿意加强欧盟团结。
支持者中的支持率为 46%，默茨和施潘
团主席弗雷德里希·默茨和卫生部长延
与此同时，克兰普-卡伦鲍尔也表示
支持率分别为 31%和 12%。
斯·施潘是呼声最高的三名候选人。
将调整完善一些政策。例如，
她支持默克
德国舆论普遍认为，如果克兰普-卡
克兰普-卡伦鲍尔被舆论视为亲默
尔的难民政策，
但强调今后应当对没有身
伦鲍尔当选，身为总理的默克尔将在党
克尔势力的代表，有“小默克尔”之称。 份证件的难民严格审查，
呼吁对没有家属
内得到较大程度的支撑，这将为她有序
她曾担任德国西南部萨尔州议员、州部
陪护的未成年难民进行年龄查验。
淡出政坛打下基础。而默茨和施潘虽然
长及州长，从履历上看属于“地方实力
克兰普-卡伦鲍尔的支持者多为基
均表态将与默克尔合作，但考虑到他们
派”。
民盟党内的“建制派”，包括党内高层和
与默克尔政策理念差异，如果他们当选
今年 2 月，克兰普-卡伦鲍尔辞去州
不希望基民盟政策变动过大的党员。
可能会加深党内矛盾，使默克尔的施政
长职务，出任基民盟秘书长。此间舆论
弗里德里希·默茨。
（图片来源：德国
难度加大。
认为，她放弃实权职位，似乎是有意在默 《世界报》网站）
另外，无论谁当选基民盟新主席，都
克尔身边接受栽培。
对比克兰普-卡伦鲍尔，默茨选择的
需要处理好与另外两个执政盟友基社盟
默茨曾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德国联
是“变革路线”。他主张收紧难民政策， 和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的关系。德国今
邦议院议员。基民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
认为政府应坚决遣返不符合条件的难
年 3 月组成大联合政府后，
执政联盟内部
（基社盟）合称联盟党。2000 年，默茨出
民，甚至暗示应修改德国《基本法》中的
频现龃龉，支持率持续下滑，近期更接连
任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主席，但两年后
避难权条款。默茨不满默克尔在参与欧
遭遇州选举失利打击。基社盟和社民党
被默克尔取代。2002 年，默克尔试图竞
盟事务方面“量力而行”的做法，认为德
都高度关注基民盟的领导层改选，有可
选总理，因遭默茨反对而未能如愿。
国应该更积极地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提
能据此重新审视与基民盟的合作前景。

俄罗斯激光武器

新华社洛杉矶 12 月 5 日电（记者 高
山）美国洛杉矶地区商会与中国驻洛杉矶
总领馆 5 日共同举办了“中美经贸关系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研讨会，探讨合作商机，
探索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途径。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表示，经贸
是两国关系发展最迅速、最有活力的领域
之一。中美应该妥善解决分歧，
寻求双赢。
他建议发挥中美省州经贸交流机制作
用，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推动合作力度，进
一步加强中国与加利福尼亚州经贸合作，
相信能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洛杉矶地区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玛
丽亚·萨利纳斯说，中国是洛杉矶最大的贸
易伙伴之一，洛杉矶在中美两国之间发挥
着重要的连接作用。洛杉矶地区商会乐观
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前景。
美国前商务部长、前贸易代表米基·坎
特说，
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使得众多国民摆脱
了贫困，
中国的发展
“是好事，
而不是坏事”
，
中美两国坐在谈判桌前，寻求解决问题之
道、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驻美使领馆、加州州长办公室和
洛杉矶市政府官员、洛杉矶地区商会代表
及约 140 名中美工商界人士参加了此次活
动。此外，高通公司、比亚迪公司等企业高
管围绕中美经贸合作机遇与挑战等议题，
展开了专题讨论。

被判 25 年监禁

美国为前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
12月5日，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的国葬仪式在华盛顿举行。
图为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灵柩离开国会大厦。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驻日美军战机与空中加油机相撞坠毁
新华社东京 12 月 6 日电 （记者 姜
俏梅 王可佳） 据日本广播协会 6 日报
道，驻日美军岩国基地所属两架飞机当
日凌晨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在高知县附近
太平洋上。截至目前，两架飞机共搭载
的 7 人中仅有 1 人获救，另外 6 人下落
不明。
根据日本防卫省消息，当地时间 6
日凌晨 1 时 40 分左右，驻日美军岩国基
地所属一架 FA18 战斗机与一架 KC130

在洛杉矶举行

美士兵效忠
“伊斯兰国”

进入战斗值班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12 月 6 日
电（记者 吴刚）据俄罗斯国防部机关报
《红星报》6 日报道，俄激光武器日前开
始进入战斗值班。
报道说，根据俄国防部统一部署，
俄最新型激光武器“佩列斯韦特”1 日起
在俄部分军区开始进入战斗值班。报
道说，俄部队于 2017 年开始装备激光武
器“佩列斯韦特”，在该武器正式进入战
斗值班前，所有操作人员在俄空天军学
院和相关国防工厂进行了理论学习和
操作实践。
今年 3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
咨文中首次提及这款俄罗斯生产的最
新型激光武器。普京指出，俄罗斯在研
制未来武器方面不落后于他国，装备这
些未来武器可以大大提高俄罗斯保卫
自己的能力。

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

空中加油机在高知县室户岬以南 100 公
里的太平洋上空相撞，两架飞机均坠毁
在海上。
驻日美国海军发布声明说，这两架
从岩国基地起飞、在日本沿岸进行飞行
训练的飞机当日凌晨发生事故，目前有
关方面正在进行搜救和调查事故原因。
美军方面的信息显示，坠机时 FA18
战斗机上搭载两人，KC130 空中加油机
上搭载 5 人。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飞机和

舰艇参与搜救，截至目前已通过直升机
救起 1 人，被救人员有意识。日本海上
保安厅表示，已派出飞机和巡视船参与
搜救，截至目前未有附近船只被飞机坠
毁事故波及的报告。
自去年开始，神奈川县驻日美军厚
木基地的航空母舰舰载机陆续转移到位
于山口县的驻日美军岩国基地。目前，
驻日美军岩国基地共配备 120 架军用
机，
最近两年飞机坠毁事件时有发生。

美国夏威夷州一家联邦地区法院 4 日
就一名美军士兵涉嫌“向恐怖组织‘伊斯兰
国’提供物质支持”作出判决，根据被告与
检方达成的认罪协议，判处被告 25 年监
禁，
外加出狱后至少 20 年
“监外看管”。
被告名为伊皆嘉·埃里克·康（音译），
现年 35 岁，是美国陆军驻夏威夷一名中
士。他今年 8 月与联邦检察官达成认罪协
议，承认 4 项涉恐罪名。美国联邦地区法
官苏珊·尾木·莫尔韦在 4 日听证会上接受
检方提出的 25 年监禁量刑建议。
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检方证据显示，被
告 发 表 同 情“ 伊 斯 兰 国 ”言 论 可 追 溯 至
2016 年初，他经常在网上观看这个组织的
宣传视频，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还曾描述
打算在檀香山圣诞节游行之类公众集会上
发起暴力袭击、谋划在自己部队军营发动
自杀式袭击的细节。
检方说，联邦调查局特工假扮“伊斯兰
国”成员接触被告，双方见面后，被告向对
方提供机密资料、一台小型航拍机、军用服
饰和设备，录制一份时长两小时的作战技
巧训练视频，
教对方应付美军。
在由特工假扮的“‘伊斯兰国’高官”主
持的一场仪式中，被告向“伊斯兰国”宣誓
效忠，
随即被捕。
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分局负责人肖恩·
考尔说，这是夏威夷州第一起涉及“物质支
恐”指控的有罪判决，
“提醒我们，这类犯罪
无处不在”，哪怕在远离美国大陆的夏威
夷。
（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