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比亚“国民军”说击落
民族团结政府一架军机

据新华社突尼斯4月10日电 （记
者黄灵）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国民
军”10日宣布击落一架利比亚民族团
结政府的军用飞机。但“国民军”没有
透露击落飞机的具体方式及地点。近
日，利比亚武装冲突加剧。“国民军”本
月4日起对的黎波里发起军事行动，与
控制该市的民族团结政府军队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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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北部发生武装冲突
至少15人死亡

据新华社喀布尔 4月 11日电

（记者邹德路、陈鑫）阿富汗政府官员
11日说，阿北部昆都士省当天发生武
装冲突，造成至少15人死亡。

当地官员阿卜杜勒·哈迪·贾迈勒
对新华社记者说，一伙阿富汗塔利班武
装分子11日袭击了该省恰尔达拉地区
的数个检查站，警方还击并打死7名武
装分子，另有8名警察在冲突中丧生。

苏丹军方宣布
推翻总统巴希尔

新华社喀土穆4月11日电 （记
者马意翀）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艾
哈迈德·伊本·奥夫 11日发表电视讲
话，宣布推翻总统巴希尔，国家进入紧
急状态，并实行宵禁。

伊本·奥夫表示，巴希尔已被逮
捕，目前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还
宣布将成立军事委员会来管理国家。

土耳其说俄制S-400防空
导弹系统可能提前交付

据新华社安卡拉4月11日电 据
土耳其媒体10日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表示，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时间可能提前。

据报道，埃尔多安日前在访俄回
国的专机上接受随行媒体采访时说，
土俄正在落实 S-400 系统的采购协
议，该防空系统有可能早于此前计划
的今年7月交付。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1日电 （记
者任丽颖、沈忠浩）经过数小时闭门讨
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11日午夜举
行新闻发布会说，欧盟 27个成员国同意
将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10月 31日。

图斯克表示，“脱欧”期限延长至 10
月底意味着英国有了额外 6个月的时间
来寻找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

欧洲理事会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

说，英国在 10 月 31 日前，不能做出破
坏欧盟及其机构正常运作的行为。如
果英国到 5月 22 日还没有批准“脱欧”
协议，则必须根据欧盟法律参与欧洲
议会选举。欧洲理事会将持续处理英
国“脱欧”事宜，并将在 6 月的会议上
审查进展。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随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坚持认为英国应该

立刻按照协议“脱欧”，并对此前未能说
服议会通过“脱欧”协议而让英国顺利平
稳“脱欧”，感到十分遗憾。

欧盟 27国领导人 10日在布鲁塞尔
举行特别峰会，讨论英国“脱欧”问
题。特雷莎·梅在峰会前致信图斯克，
要求进一步延长《里斯本条约》第 50条
的期限，将英国“脱欧”日期推迟至 6月
30日。

欧盟同意灵活延长英国“脱欧”期限至10月底

新华社迪拜4月10日电 （记者苏
小坡）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宣传发
布会 10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城市迪
拜举行，这是中国首次在海外发布迪拜
世博会中国馆设计方案。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坚在发布会上
致辞说，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设计
方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精
神的融合。中国馆将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集中展
示中国在科技和信息通讯领域的创新成
果，并积极宣介“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迪拜世博局执行董事纳吉布·阿里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参
与迪拜世博会对于阿联酋来说非常重
要，这不仅因为中国是阿联酋最大贸易

伙伴，还因为在举办世博会方面中国有
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和分享。众所周知，
中国上海 2010 年成功举办了世博会。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
的窗口、增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在会上，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
部世博事务处处长阮炜介绍了中国馆参
展筹备情况和设计方案。2020年迪拜世
博会中国馆将以4636平方米的超大自建
馆形式亮相，成为参展面积最大的国家
之一。中国馆建筑名为“华夏之光”，外
观取型中国传统灯笼，寓意希望和光明。

2020 年迪拜世博会将是首次在中
东地区举办的世博会，园区规划占地面
积约 438公顷，预计将接待游客 2500万
人次。本届世博会主题为“沟通思想，创
造未来”。

2020年世博会中国馆设计方案亮相迪拜

据新华社伦敦4月11日电 （记者
杨晓静、金晶）英国伦敦警方11日说，“维
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已于
当日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被捕。

伦敦市警察局当天发布声明说，警
察局有义务代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执
行逮捕令，并在厄瓜多尔政府撤销对阿
桑奇的庇护后由大使邀请进入使馆。

英国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当天

上午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阿桑奇
现已被英国警方拘留。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11日上午在社
交媒体发文证实，厄瓜多尔已撤销给予阿
桑奇的庇护身份。随后，他还发布视频，对
撤销庇护做出详细解释。他说，因阿桑奇
一再违反“外交庇护公约的明确条款”，厄
对阿桑奇的庇护“不可持续、不再可行”。

阿桑奇 2006 年创建“维基揭秘”网

站。2010年，该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政
府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
文件，让美国的外交形象遭到巨大打击，
引起轰动和争议。同年 11月，阿桑奇因
涉嫌强奸受到瑞典检方调查，身处英国
的阿桑奇随后遭英方逮捕。阿桑奇否认
所有涉嫌罪名。2012 年 5月，英国最高
法院裁定，可以引渡阿桑奇至瑞典。但
同年 6月，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
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

2017 年 5月，瑞典检方宣布终止对
阿桑奇强奸罪指控的调查。但 2018年 2
月，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作出
裁决，维持对阿桑奇的逮捕令。

“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被捕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0日电 （记者
任丽颖）反映中国脱贫成就的40余幅照片
10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厦展出。

本次“追寻美好生活”中国脱贫成就
展暨吉林文化旅游周主题活动由国务院
新闻办、吉林省政府等共同主办，展示中
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吉林省文
化交流和冰雪旅游推介活动也在布鲁塞
尔同期举行。

记者在欧洲议会现场看到，图片展
分国家战略、聚焦精准、合力攻坚、减贫
成效、合作共享五部分，展现中共十八大
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图
片通过人物故事、生活变化等反映普通
中国百姓在摆脱贫困、追求幸福道路上
的崭新实践。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副主席弗兰
祖卡说，中国摆脱贫困取得的成就对整

个世界而言都是伟大的实践和很有意义
的一课，很高兴在这里举办这个展览，让
更多国家了解中国在减贫事业上所做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展览吸引了欧洲议会议员及访问者
的关注。来自罗马尼亚的弗洛里纳告诉
记者，中国的脱贫事业成就巨大，西方却
对此了解不够，能在欧洲议会看到图片
展很有意义。

我国脱贫成就展亮相欧洲议会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 4月 10日电

（记者文浩）中国援马达加斯加 5A号国
道改造项目优惠贷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
10 日在位于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
佛的总统府举行。

在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的见证

下，中国驻马达加斯加使馆临时代办陈
小雷与马外长安德里安齐图海纳分别代
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协议。

拉乔利纳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5A
号国道目前路面状况极差，年久失修，雨
季通常处于瘫痪状态，改造完成后将为

当地居民解决出行问题。
据悉，5A 号国道位于马达加斯加

北部地区，连接西北部重镇安比卢贝
和东北部海港城市武海马尔，全长约
151.6 公 里，此次改造工期预计为 24
个月。

我援马达加斯加国道改造项目协议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记
者侯晓晨）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
前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这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保持
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有坚定

信心。
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9日发

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3%，
比今年 1月份的预测低 0.2个百分点，将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1个百分
点至 6.3%。

陆慷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这应该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以来第二次下
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反映出全球经济
下行压力仍在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
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
良好发展势头，这一点国际社会是有目
共睹的。”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有坚定信心
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

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致贺信，

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表示热烈祝

贺，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汇聚中非学

术智库资源，为中非和中非同其他各

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促进

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成功举行，将中非关系提升至一个新

的历史水平。在此次峰会上，中非双

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

如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一个个

愿景正在走向现实，中国非洲研究院

的成立，正是中非合作不断加强的一

个缩影。

近来，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不断深化。一大批重点合作项目

在非洲大陆陆续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乌干达水

电站……一个个合作项目促进了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民生，也拉近

了中国和非洲的距离。

与此同时，中非合作在国际社会

被污名化的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

在，甚至非洲国家内部一些人士也对

中非合作抱有怀疑。在这一背景下，

双方致力于携手打造包括智库在内的

人文交流新增长极，共同探索互利合

作新模式，厚植中非关系民意基础，共

同捍卫、牢牢把握中非合作话语权，推

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非洲

观、中非合作观，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与长远意义。可以说，中国非洲研究

院的成立，顺应了中非关系发展新趋

势新特点，也承载着加强中非智库合

作的新期待新要求。

人文交流是中非关系全面健康发

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术

交流则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基础。

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宗旨，就是深化中

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文明互鉴，加强

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为中非共

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建设面

向未来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构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提供智力支持。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不仅是北京

峰会在“人文交流行动”方面务实成果

的最大亮点，也有助于中非在更宽范

围、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合作。

针对加强中非智库合作的紧迫

性，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

主席纳赛尔·布希巴表示，中非合作

建立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互惠互

利的基础上，中非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支持。中国非

洲研究院应时而生，将为中非加强战

略对接、打造更高水平的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言献策，培养中非

人文交流强大的人才梯队，营造中非

友好合作事业良好的舆论环境，积极

推动中非文化融通、政策沟通、民心

相通。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增加。中非一个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

大陆，尽管相隔万里，但双方之间的友

谊源远流长。乘着中国非洲研究院成

立的东风，中非深化传统友谊，密切交

流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不仅将使新时

代中非合作之手握得更紧，更多地造

福中非人民，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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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市，当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中年纪

最小的选手雷塞克（左）与前中国乒乓球队国手、现美国国家队教练高军进行乒乓球

表演。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10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市尼克松图书馆和博物

馆举行纪念中美“乒乓外交”48周年活动。中美两国体育界人士、南加州侨界代表以

及中美两国官员20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新华社发

“少了电子眼，炮弹也长眼。”这是训
练结束后很多战友对邹阁的评价。

几天前，我海军第 31批护航编队许
昌舰立足实战，组织了一次复杂条件下的
实弹射击训练。在亚丁湾的茫茫大洋上，
三级军士长邹阁在不依靠火控雷达、光电
等电子观测设备的情况下，以人工瞄准方
式进行主炮射击，并准确命中目标。
“我方遭敌攻击，雷达、光电系统出

现故障。”当天的射击训练开始后，指挥
所设置的情况让许昌舰驾驶室内瞬间增
添了紧张气氛。

据许昌舰舰长杨锋介绍，雷达、光电
系统就好比舰艇的眼睛，是观测捕捉目
标的主要手段，能让武器射击精度显著
提高。然而，实战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
生，“电子眼”一旦失效，就只能靠人工瞄
准。大洋上，舰艇在摇摆机动，目标也在
随波浪起伏移动，用人工瞄准方式发射
炮弹并命中目标绝非易事。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邹阁冲向炮
位进行射击准备。计算、推算、瞄准，邹
阁一气呵成。第一发打出去，偏左了一
点。他通过观察和计算，迅即修正参数，
果断再次射击。随着巨大的炮声响彻海
天，刚刚还漂浮在海面的标靶顷刻间破
裂炸开，被一朵朵浪花淹没。
“实战能力是靠一炮一弹打出来、练

出来的！”编队领导说，提高打赢能力就
是要立足复杂环境，破除“危不施训、险
不练兵”的积弊，才能真正推动练兵备战
走实走深。

（本报亚丁湾4月11日电）

“电子眼”失灵之后
——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立足复杂环境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特约记者 薛成清 通讯员 庞丁舒

训练中，许昌舰火炮进行射击。 吴亢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