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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陈立希）
法国总统马克龙 26 日在位于首都
巴黎的历史名校索邦大学发表演
说 ， 提 出 重 塑 欧 洲 的 一 系 列 主
张，主要包括去官僚化、加大防
务合作、推动税收改革、加强年
轻人跨国交流和强化民主建设五个
方面。

马克龙说，现在的欧洲“效率
太低”，要应对眼前的挑战，必须
团结一心。

新设机构去官僚化
马 克 龙 提 出 建 设 “ 更 为 简

单”的欧洲联盟，称一旦简化欧
盟的改革结束，英国将后悔“脱
欧”。

就欧元区而言，马克龙提议设
立一名“大管家”，即欧元区“财
政部长”，与之相应，设立欧元区
预算用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
大型工程项目。这一主张先前获得
德国总理默克尔谨慎支持。在刚刚
结束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默克

尔领导的政党拿下多数席位，可望
让默克尔在推行欧盟政策上少一些
束缚与顾虑。

就整个欧盟而言，新设欧盟
检 察 官 ， 负 责 调 查 跨 境 涉 恐 案
件；新设难民管理机构，统管难
民资格认定与接收等事务；新设
边防警察，负责非法移民监督与
执法；新设创新机构，推动人工
智能联合研究。

马克龙指出，现在的欧盟，可
谓“多速并轨”，一些国家寻求加
速整合，另一些国家则步调不够。

“我们不应惧怕说出这一点，并说
明我们想要 （步调一致）。”

加大共同安全合作
马克龙提议，组建一支欧盟

“快速反应武装部队”，共用防务预
算和军事战略，承担欧盟联合防务
角色。

欧盟十年前已经批准这一方
案，但欧盟快速反应武装部队迟迟
未能建立。马克龙表示，希望在

2020年前令其全面“重启”。
另外，马克龙还希望建立欧盟

“联合民防部队”，防灾救灾。

推行“大税改”
马克龙在演说中大幅提及税

改，希望统一整个欧盟的税收规
则。例如，在欧盟推行单一企业所
得税，要求欧盟对拒绝施行统一税
率的成员国予以惩戒，比如削减其
从欧盟所得援助。

法新社分析，马克龙的这一方
案将惹恼那些实行低税率的国家，
如爱尔兰。

马克龙计划，针对美国苹果
公司等科技企业开征新税，计税
的标准不再是这些公司在欧盟成
员国登记的利润，而是它们创造
的价值。

另外，马克龙还希望，对金融
交易额外征税，用于欧盟海外援
助；对进入欧盟的高污染产品征收

“碳税”；对欧盟境内高化石燃料消
耗型企业征收“碳税”。

年轻人“跨欧洲流动”
马克龙重点强调的还有年轻人

发展计划。他希望，欧盟的所有学
生能够花上 6个月时间到其他成员
国交流或学习，了解对方的语言文
化、风土人情、地理地貌和政治经
济情况。

按 照 马 克 龙 设 想 ， 到 2024
年，欧盟的所有学生应会说至少两
门欧盟成员国的语言；欧盟大学加
强“联网”，让双语学位和跨国学
习更为简便易行。

强化民主建设
马克龙建议，欧盟可以在6个月

内召集一场“民主大会”，讨论欧盟
的未来，鼓励各成员国各社会阶层
派代表参与，以充分听取民众意见。

就欧洲议会，马克龙主张，欧
盟应抓住英国籍议员将在 2019 年
英国彻底“脱欧”后卷铺盖走人的
机会，大力发展“跨国议员”，赋
予欧洲议会更大包容度。

设一名欧元区“财政部长”、建一支欧盟“快速反应武装部队”……

马克龙提重塑欧洲“五大构想”

9月27日，支持者在位于曼谷
的泰国最高法院前声援前总理英
拉。

泰国最高法院 27 日在被告前
总理英拉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判她
涉及的大米收购案。法院认定英拉
渎职、纵容腐败等罪名成立，依法
判处其五年有期徒刑，且没有缓
刑。

（新华社发）

泰前总理英拉
获刑五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张旌） 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 28 日解散众
议院，提前举行大选。随着选举日
期临近，在野党阵营正四处奔走，
以期联合阻击安倍领导的执政党自
民党。

日本媒体 27 日报道，最大在
野党民进党正在商讨与新成立的希
望之党合并，同时集结其他“非自
民势力”。在野党这一“合纵”动
向为下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增加了
不确定性。

“非自民势力”集结
《日本经济新闻》 27 日报道，

民进党党首前原诚司 26 日夜与东
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举行会谈，商
讨民进党与小池领导的新政党希望

之党的合并事宜。
一直以来，头顶“最大在野

党”光环的民进党并未对安倍领导
的执政党构成威胁。在今年 7月初
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民进党仅获
得 5席，创下包括其前身民主党时
期在内的历史最差战绩。

按照《每日新闻》的说法，安
倍之所以能长时间维持政权，民意
支 持 率 低 于 10％ 的 民 进 党 可 谓

“功不可没”。
面对难以逆转的颓势，前原决

定与其他“非自民势力”合作，包
括刚刚成立的希望之党。

希望之党由小池的亲信、众议
员若狭胜等人组建，25 日正式成
立。小池宣布自己出任党首，还称

“做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这说不

准”，这一充满野心的表态令政界
为之一震。

除了与希望之党合作外，前原
还表态要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
合作。小泽一郎曾任民进党前身民
主党党首，退党后自建新党。

安倍政权“终结者”？
对于与希望之党合并，前原态

度坚决。他 26日与民进党最大支持
团体负责人神津里季生举行会谈，
表达了这一意愿。他说：“我们必须
探索与希望之党合作的道路。”

在民进党常任干事会上，前原
再次强调与希望之党合作的必要
性。他说：“已经没有时间犹豫，我
要尽快作出决定。”按他的说法，只
要能终结安倍政权，采取什么手段

都可以。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对于

民进党的“主动靠拢”，小池态度
谨慎。目前，尚不清楚希望之党是
否能与民进党和自由党合并。不
过，小池方面已经排除与民进党整
体合并的可能性。

希望之党成立和“非自民势
力”集结让自民党感到紧张。《朝
日新闻》评论，对于想趁在野党乱
局捞便宜的安倍政权来说，小池的
登场是一次巨大的失算。

鉴于小池在首都圈强大的影响
力，部分自民党议员已经开始动
摇，有议员哀叹“众议院选举中东
京要全军覆没了”，也有议员质疑
首相安倍解散众议院的时机，认为

“晚点”更好。

安倍政权“终结者”？

日本在野党阵营“合纵”阻击自民党

新华社基辅 9月 26日电 （记
者钟忠 陈俊锋） 乌克兰中部文尼
察州卡利诺夫卡市附近的一座弹药
库 26 日晚发生爆炸。爆炸原因和
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据乌通社报道，爆炸发生于当
地时间 26日 21时 （北京时间 27日
2 时） 左右。弹药库隶属乌国防
部，存有约18.8万吨弹药，是乌军
主要弹药库之一。

据乌内务部消息，警方目前已
封锁了通往卡利诺夫卡市的道路，
并开始疏散附近居民。弹药库中存
放有大量炮弹，许多炮弹在爆炸时

射向空中，当地方圆 50 公里范围
内空域也已被关闭。

据新华社基辅 9 月 27 日电
（记者钟忠 陈俊锋） 经过对相关
证据进行分析，乌克兰军事检察院
27 日已初步判定，26 日晚发生的
军火库爆炸系人为破坏，并已全面
展开刑事调查。

据乌克兰112电视台报道，乌国
家安全局发言人叶连娜·吉特良斯卡
娅说，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本次军火
库爆炸案是团伙作案，他们可能使用
了捆绑着易燃物质的无人机，点燃了
存放在军火库露天场地上的弹药。

乌克兰一弹药库发生爆炸乌克兰一弹药库发生爆炸
乌军事检察院初步判定爆炸系人为破坏

新华社华盛顿 9月 26日电
（记者刘晨 周而捷） 美国财政
部 26 日宣布，对“参与支持”
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朝
鲜 8 家银行和 26 名公民实施制
裁。

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说，受到制裁的个人是朝鲜银行
在海外办事处代表。根据制裁措
施，受到制裁的个人在美国境内

资产将被冻结。
美财长姆努钦在声明中表示，

美方希望通过此举推动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目标。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有关“彻底
摧毁朝鲜”言论后，21 日进一步
向朝方施压，宣布新一轮对朝制裁
措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将坚决采取行动予以回击。

美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对朝制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杜鹃）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26 日到访印度首都新德里，与
印度防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会
面，呼吁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发
挥更大作用。西塔拉曼在两人会
面后告诉媒体记者，印度将在培
训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帮助阿富汗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出力，但不
会向阿富汗派兵。

马蒂斯是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政府首名到访印度的内阁
成员。他在与西塔拉曼会谈时
说，两国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马蒂斯说，美国政府对印度加大
努力、以促进阿富汗安全稳定表
示欢迎。

这不是美方首次表达希望
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
作用的想法。上月 21 日，特朗
普公布对阿富汗新战略，表示

美军不会撤出阿富汗，反而将增
加驻军规模。他还在讲话中鼓励
印度在促进阿富汗局势稳定方面
多出力，同时把阿富汗乱局归咎
于 巴 基 斯 坦 ， 要 求 巴 方 停 止 向

“混乱、暴力及恐怖的代言人”提
供庇护。

在与马蒂斯会面后，印度国防
部长西塔拉曼明确表示，印度不会
向阿富汗派出地面部队。她说，印
度打算加大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培
训力度，同时在学校和医院等基础
设施方面多为阿方提供帮助，“印
度将在这些方面出力，如有必要，
我们会扩大规模。”

报道说，印度拒绝出兵的原因
不难分析，不愿卷入阿富汗战争泥
沼是其中之一。另据美国智库伍德
罗·威尔逊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迈克
尔·库格尔曼分析，印度不想因派
兵而刺激邻国巴基斯坦。

印度拒绝出兵阿富汗
美防长访印收获有限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
27日电 （记者吴刚） 俄罗斯国
防部 26 日发布公告说，俄战略
火 箭 军 成 功 试 射 一 枚 “ 白 杨
RS－12M”系列洲际弹道导弹。

公告说，俄战略火箭军野战
连队从位于阿斯特拉罕州的靶场
发射了一枚“白杨 RS－12M”
系列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弹头成
功命中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一靶
场内的预定目标。此次试射导弹

的目的是检验大规模换装此种弹头
的可行性。

公告指出，在试验过程中成功
收集了弹头的飞行数据，检验了弹
头突破敌人反导系统的能力。这些
数据将进一步用于开发突破敌人反
导系统的有效武器。

“白杨”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一
枚或多枚分导弹头，射程超过 1 万
公里。这种导弹飞行速度快，能作变
轨机动飞行，具有很强的突防能力。

俄罗斯成功试射
“白杨”洲际弹道导弹

新华社特稿 韩国平泽市政
府一名负责人 26 日说，平泽港
内 HANA 免税店将于本月 30 日
停业关门。这是将近半年来韩国
首次出现免税店停业的情况。

平泽港内 HANA 免税店总
面积超过 441平方米，每年向平
泽市政府缴纳 18 亿韩元 （约合
1048 万元人民币） 租金。鉴于

经由平泽港入境的外国游客数量急
剧减少，这一免税店的销售额随之
锐减。

免税店要求平泽市政府降低租
金，但遭到拒绝，因此不得不关门。

另据韩国银行本月早些时候发
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赴韩团体游客
大幅减少，韩国上半年空运收支逆
差创历史新高。

访韩游客锐减
致一免税店月底停业

左图：在法
国勒瓦卢瓦－佩
雷拍摄的阿尔斯
通 公 司 总 部 标
志。
（新华社/美联）

阿尔斯通与西门子
就铁路业务达成合并意向

右图：在德
国慕尼黑拍摄的
西门子公司总部
标志。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消息 9 月 26 日，法
国铁路设备制造商阿尔斯通与德

国西门子公司发表联合公报说，两家
公司已就铁路业务的合并达成协议。

9月27日，在乌克兰中部文尼察州卡利诺夫卡市附近，发生爆炸的弹
药库方向火光冲天。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