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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就
组阁问题展开的试探性对话日前
达成原则一致，德国组阁迈出重
要一步。而令法国和欧盟感到振
奋的是，除了德国组阁有望外，两
党在欧洲政策上还达成重要共识
——德国应与法国紧密合作，推
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德国两
党能组阁成功，“德法轴心”或将
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发挥重要作
用，这对欧洲一体化大有裨益。

欧盟法国都满意

在 12 日公布的试探性对话
政策文件中，两党强调欧盟在剧
烈 变 化 的 国 际 秩 序 中 的 重 要
性。两党支持欧元区结构性改
革，希望将“欧洲稳定机制”发展
成“欧洲货币基金”，强调欧洲的
全球责任，明确反对保护主义和
孤立主义。

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
组阁进展备受欧盟和法国关注。
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表达重塑欧

盟的宏伟改革愿景，欧盟委员会
也提出了相应改革方案。但法国
和欧盟都知道，任何相关事宜都
离不了德国的参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两党
的试探性对话表示满意，认为对
话积极，成果意义重大，有建设性
和前瞻性。

马克龙则“感到高兴和非常
满意”，表示这样的联合政府正是
欧洲、尤其是法国所期待的。马
克龙还说，他希望德国形成一个

“强力的、坚实的政府”，使得重启
欧盟建设成为可能。

“德法轴心”望重启

文件强调德国应与法国密切
合作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文
件说，只有德法全力合作，欧盟革
新才能实现。

巴斯纳认为，两党肯定了德
法在欧盟中的特殊关系，这是一
个强烈的政治信号，表明未来德
国新政府或将同法国在欧盟事务
中一起迈出重要步伐。

历史上，从“欧洲煤钢联营”
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成立欧盟，欧
洲一体化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法德
两国的密切合作。

然而最近十几年来，“德法轴
心”作用明显缩减。2005年法国
公投否决《欧盟宪法条约》后，法
国不敢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奥
朗德担任法国总统期间，法国经
济衰退，更无力与德国平等合作。

反观德国，经济增长强劲，成
功应对欧债危机，对外政策上愈
发积极。德国政界认为，既然能
与世界强国直接打交道，为什么
还要拉着法国一起呢？

而随着法国经济逐渐复苏，
尤其是马克龙去年当选总统后，
法国开始勇于谋求推进欧洲一
体化，希望重拾昔日在欧盟的领
导权。而在德国方面，英国启动

“脱欧”程序以及特朗普就任美
国总统以来的一系列对欧言行，
都使德国政界愈发认识到，应该
谋求携手法国重塑欧盟凝聚力，
以摆脱单独领导欧盟孤立无援
的状况。

分析人士指出，一旦德国两
党组成联合政府，重启“德法轴
心”将成为大势所趋。

不确定性犹存

德国两党在欧洲政策上的共
识是对英国“脱欧”引发的欧洲分

离主义的反制，为欧盟团结奏出
了强音。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主任郑春荣表示，德法携手无疑
将给欧盟的改革带来契机，尤其
是在欧元区改革和欧盟共同安全
与防务等领域。

尽管德国两党的表态使得
“德法轴心”值得期待，但需要指
出的是，双方的试探性对话取得
进展只是组阁成功的积极一步。
此后两党将根据党内意见决定是
否进行正式组阁谈判以达成联合
组阁协议，而且这一协议最终也
需在两党党内获得同意。如果这
一切进展顺利，德国新政府有望
在3月底前后成立，此后“德法轴
心”才有可能被真正提上日程。

巴斯纳还指出，即使德国两
党成功组阁，其规划的欧盟愿景
也并不一定会全部实现。而且从
历史上看，德法两国经常目标宏
伟，而涉及具体问题时，又会出现
很大的分歧。

郑春荣认为，试探性谈判文
件里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保
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但欧盟内部
包括德国和法国国内也有贸易保
护主义的势头，因此还需要听其
言、观其行。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德国组阁谈判突破
欧盟法国缘何欢呼

“桑吉”轮爆燃后沉没
新华社上海1月14日电 记者从

上海海上搜救中心获悉，14日12时左
右，“桑吉”轮突然发生爆燃，全船剧烈
燃烧，火焰高达 800 至 1000 米左右。
剧烈燃烧后，经确认，16时 45分，“桑
吉”轮已经沉没，沉没位置为北纬 28
度 22 分，东经 125 度 55 分，距离事发
水域位置东南约151海里。船舶溢出
的油仍在沉没海域燃烧。

赣南新发现十多个
大中型稀土矿床

据新华社南昌1月14日电 赣
南被称为“稀土王国”，过去四年，地质
调查工作者在这里持续开展稀土矿勘
查，取得重大突破，新发现了十多个大
中型以上稀土矿床。

日前，由江西省地矿局赣南地质
调查大队承担的江西省赣州市稀土资
源远景评价项目顺利通过赣州市稀土
开发综合利用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的评审，并向社会通报了
这一成果。

据介绍，自 2014年初承接项目以
来，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在系统收集已
有资料的基础上，累计投入100余人，
对赣南区域内18个县（市、区）空白区
进行稀土资源远景评价，对 123 个废
弃稀土矿山进行稀土残矿资源调查。
调查新发现了十多个大中型以上稀土
矿床，尤其是在加里东期的上犹岩体
中找到了重稀土，在重稀土找矿上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政府人员“按错键”

夏威夷导弹警报
虚惊一场

当地时间 13 日上午 8 时 7 分，美
国夏威夷州居民收到手机短信“紧急
警报：夏威夷正面临弹道导弹来袭威
胁。立即找地方躲避。这不是演习。”
同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暂停节目，播
放警报信息：“如果你在室外，立即进
入建筑物内躲避。待在室内，远离窗
户……”

大约10分钟后，夏威夷紧急措施
署借助社交媒体网站“推特”澄清：“没
有对夏威夷的导弹威胁。”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随后证
实，探测显示，“没有对夏威夷的弹道导
弹威胁”；夏威夷州的警报系错误发出。

收到警报38分钟后，夏威夷居民
收到“没有导弹威胁”的短信。

晚些时候，夏威夷州州长位下丰发
表电视讲话，向公众道歉。位下丰说，
当天夏威夷紧急措施署工作人员交接
班时，例行测试警报系统、以确认它正
常工作，“一名雇员按了错误的按钮”。

夏威夷紧急措施署召开新闻发布
会，署长维恩·宫城介绍了工作人员按
错按钮的情况。他说，那名工作人员
以为自己在做测试，等到自己也收到
警报短信才意识到犯了错。

不少夏威夷居民 13 日在网络上
“吐槽”，讲述恐慌时刻。

《檀香山明星广告报》报道，夏威
夷首府檀香山北部的高速公路上，司
机接到警报短信后，纷纷下车、跑进附
近的隧道。路上停着一辆辆空车。

在檀香山参加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员
协会巡回赛的职业高尔夫球手科尔特·
克诺斯特说，收到警报短信时，他在酒店
大堂，那里“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到处
跑，好像（在说）‘我们该怎么办’”。

来檀香山上课的谢雷泽·卡尔森
说，她收到警报短信后，打电话给她
的孩子，叫他们躲在屋内。“我想，天
呐……坏事将至，我可能要死了。”

夏威夷众议院议员马特·洛普雷
斯蒂告诉媒体，收到警报短信时，他在
家中，他和家人赶紧带着孩子、拿着应
急物品，躲入卫生间。“我现在非常生
气，因为犯这么大的错误可不容易。”

据新华社电

日本媒体 13日报道，美国百
余名曾参与2011年日本“3·11大
地震”救援任务的水兵在美国对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提起诉讼，理
由是他们在福岛核事故中遭受了
辐射。不过，美国一家法院以不
具审理管辖权为由，未予受理。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说法，
这批原告共有 157 人，目前均居
住在美国境内。他们去年8月向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
提起诉讼，状告东京电力公司。
原告要求这家公司创立总额为
50亿美元（约合323亿元人民币）
的基金，用于支付他们的医疗费
等赔偿费用。

东京电力公司透露，本月 5
日，这家法院以不具有审理管辖
权为由，未予受理。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地震

和海啸引发福岛电站核泄漏。当
时，美军“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正
在附近海域，船上共有约 5500名
船员。地震发生后，“罗纳德·里
根”号以“友军作战”的名义参与
了相关人道援助任务。

不过，事后仅一年多，“罗纳
德·里根”号上的8名船员就向加
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联邦地方法院
提起诉讼。他们指控东京电力公

司隐瞒福岛核电站损坏实情，使
他们在事故发生时暴露在较高核
辐射之下，要求东京电力公司赔
偿并为他们设立医疗基金。但当
时法院方面以没有司法管辖权为
由拒绝受理。

2014 年 4 月，79 名美国船员
再次提起诉讼，向东京电力公司
索赔共计10亿美元，原因是他们
因东电的不实消息受到福岛第一
核电站辐射伤害。根据原告的说
法，作为福岛第一核电站运营商
的东电没有如实说明这座核电站
辐射泄漏严重程度，从而导致他
们受到辐射伤害，数十人患癌症，
其中一人的孩子出生时先天畸
形。 据新华社电

美水兵向东电索赔50亿美元
法院未受理

“洋”饼干
并不都安全可靠
三大问题应注意

据新华社天津1月14日电 据
天津检验检疫局统计，2017年经该局
检验检疫的进口饼干达 1.2 万吨，货
值 约 3628 万 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1.1％和 23％。春节临近，进口饼干
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一些问题却
要引起关注。

在 2017 年质检总局公布的未予
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息中，饼干类不
合格的现象频频出现，不合格原因集
中在超范围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微生物污染、标签不合格、超出保质期
等方面，“洋”饼干并不都安全可靠。
天津检验检疫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
进口饼干时应关注以下三大问题：

一是选择正规的购买渠道。尽量
通过大型商超或进口商品直营店等正
规渠道购买，海淘或代购的进口食品
没有经过检验检疫部门监管，有可能
存在质量隐患。

二是看中文标签。依据我国《食
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进口的预包装
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且标签内容和
外文内容要保持一致，必须包括食品
名称、配料成分、净含量、原产国、生产
日期及保质期、贮藏指南、进口商或经
销商名称地址电话等信息。无中文标
签或主要内容缺失的进口食品，建议
消费者不要购买。

三是审配料成分。饼干的主要成
分一般是小麦粉或米粉、淀粉，营养价
值较低。如果配料中添加了牛奶、坚
果、水果干或粗粮成分，则可以提高饼
干的营养价值。此外，还要注意饼干
中使用的油脂。普通植物油相对较
好；牛油、猪油、黄油等动物油脂饱和
脂肪酸高，营养价值略低；而含有反式
脂肪酸的起酥油、植物奶油、氢化植物
油则对健康不利。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2018年农业部将开展农业品牌

提升行动，在提升顶层布局能
力，品牌塑造能力、研究支撑能
力、传播营销能力、品牌监管保
护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一
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影响力的
农业品牌。

这是记者 14 日在中国农业
品牌创新联盟代表大会上了解到
的。农业部人事劳动司司长毕美
家在会上说，农业品牌建设既是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领，也
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以品牌
建设为引领，从顶层设计到各个
环节系统地部署推动，最终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
势。

据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司长唐珂介绍，农业部正在研究
制定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引导和
组织第三方机构实施品牌目录征
集、审核推荐、评价认定和培育保
护；依托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创
建工作，推动每个特优区塑强一
个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同时，农业部还将开展多层
次的品牌培训，提升各地培育、营
销、管理能力；在首批 62 个中国
特优区探索建立特色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黑红名单制度，鼓励各
地加强对品牌授权使用主体的品
牌使用行为进行监管保护。

农业部将开展
农业品牌提升行动

秘鲁近海发生6.8级地震
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据新华社利马1月14日电 据秘
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消息，秘鲁南部阿
雷基帕地区附近海域 14 日凌晨发生
6.8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发布的消息
说，此次地震震中位于阿雷基帕省近
海，震源深度 48 公里，距该省沿海城
市洛马斯56公里。

据秘鲁RPP电台报道，当地民防
官员证实，地震造成部分民房倒塌，但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阿雷基帕省附近
的伊卡省震感极为强烈，并伴随着巨
大的噪声。报道说，秘鲁海军排除了
这次地震引发海啸的可能。

另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
测定，此次地震为 7.1级，震源深度为
36.3公里。

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
地震多发国家。2007年 8月 15日，秘
鲁伊卡省曾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约
600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

据新华社杭州1月14日
电 杭州市政府近日公布《杭
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明
确提出在城市道路、广场公
园、西湖景区等区域设置功能
照明设施外，还应该划定城市
黑天空保护区。

城市里也要有看星星的
地方。办法指出，编制城市照
明专项规划，应当结合城市自
然环境、人文景观，按照城市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功能分区，
对不同区域的照明效果提出要
求，并划定城市黑天空保护区。

据了解，城市黑天空保护

区是指因生态环境保护需要
对人工光进行限制而划定的
专门区域。

办法指出，在城市照明专
项规划划定的城市黑天空保
护区内，不得设置景观照明设
施，设置的功能照明设施不得
有上射光线。

违反上述规定，在城市黑
天空保护区内设置景观照明
设施，或者设置的功能照明设
施有上射光线的，由综合行政
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

城市也要有看星星的地方

景观照明须划定
黑天空保护区

榨菜义卖
1月14日，居民和游客在重庆涪

陵红酒小镇参与“滚滚爱心 榨菜义
卖”活动。

当日，重庆市涪陵红酒小镇举办
“滚滚爱心 榨菜义卖”活动，将从当
地贫困村留守老人手中收购的近
6000斤榨菜进行趣味爱心义卖，并将
义卖所得捐给涪陵红十字会，用于帮
助当地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新华社发

杭
州

这是 1 月 14
日在土耳其特拉
布宗机场拍摄的
冲 出 跑 道 的 客
机。

土耳其飞马
航空公司的一架
客机13日在特拉
布宗机场降落时
冲出跑道。机上
162名乘客及6名
机组人员已安全
撤离，事故原因
尚不清楚。

新华社/法新

土
耳
其
飞
机
冲
出
跑
道

无
人
受
伤

泰国快艇爆炸
多名中国游客受伤

这张拍摄于 1 月 14 日的手机照
片显示的是泰国南部甲米府皮皮岛
附近发生的快艇起火爆炸事故现场。

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事馆 14 日
说，一艘载有27名中国游客的快艇当
天在泰国南部甲米府皮皮岛海域起
火爆炸，导致船上5名中国游客受重
伤。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