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2.8��星期五 编辑 戴岸松 图编 杨诚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黄蓉A15 寰球风云

是谁出手超过4.5亿美元
（约合29.86亿元人民币）买下
达·芬奇画作《救世主》？《纽约
时报》6日报道，买下这幅画的
是一名沙特阿拉伯王子。

只是， 沙特王子贝德尔
没有证实报道所述内容，对
自己是否是11月15日单件艺
术品交易最高成交价纪录的
当事人不予确认。

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
一名发言人说， 不会未经允
许回应涉及买家和卖家身份
的提问。

贝德尔并非知名艺术品
交易商， 不因财富显赫闻名。
他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的朋友和亲信。 沙特王
储穆罕默德是阿布扎比酋长
国王储的盟友。 阿布扎比卢
浮宫6日借助社交媒体推特
宣布，将收藏这一画作。

■据新华社

韩国十大财团之一韩华
集团会长之子、有“高富帅”
马术运动员之称的金东善近
日卷入一场打人事件。 首尔
警方6日说， 警方调查认为，
此案证据不足， 并且被害人
并未追责， 建议检方不对金
东善进行指控。

韩国媒体报道， 金东善
今年9月卷入一场打人事件，
遭到警方调查。 他被指在一
场私人宴会上酒后掌掴多名
律师， 拉扯对方头发并口吐
狂言。此事经媒体曝光后，韩
国律师协会对金东善提起诉
讼，要求警方展开调查。金东
善则通过韩华集团对被害人
表示歉意。 ■据新华社

一件高空坠物疑来自驻
日本的美军军机，7日砸中冲
绳县宜野湾市一家托儿所，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托儿所距美军普天间航
空基地300米，名为“绿之丘
保育园”。 日本时事社报道，
当天上午10时20分左右，一
架美国军机飞过后， 托儿所
员工听到屋顶传来“咚”的一
声， 随后在屋顶上发现一个
玻璃材质的圆筒。

据宜野湾市警察署消
息，圆筒高9.5厘米，直径7.5
厘米，厚度8毫米，重213克。
表面红色标签上印有英文
“FLIGHT�REMOVE”“U.S.”
和编号。

托儿所所长神谷武宏
说：“在屋顶接近这个物体时，

我感到一股热气，还闻到一股
类似化学品的气味。当时还有
小朋友在院子里玩耍，稍有闪
失就会酿成大祸。”

报道说， 绿之丘保育园
当天有62名幼儿和11名员
工。圆筒砸中的屋内有8名一
岁幼儿。 所幸没有人员在这
一事件中受伤。

冲绳县政府怀疑，坠物属
于美军。另有消息称，事件发
生的时段， 美军一架CH—53
大型运输直升机正在飞行，
冲绳防卫局正在调查。

驻冲绳美军军机飞行时
经常有零部件掉落，近一年来
发生过多起军机在飞行中起
火或坠毁事件，冲绳县多次向
美军提出抗议， 但未见改善。

■据新华社

美国媒体说， 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在提名分管科学、
环境、卫生等事务的官员时，
不仅比上届政府动作慢，而
且提名人选的学历、 专业不
匹配。

美联社5日报道，对65个
需参议院批准、与科学、环境
等相关的岗位进行分析后发
现，特朗普已提名的43人中，
约六成没有科学或卫生领域
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对比上届总统贝拉克·奥
巴马执政同期， 特朗普政府
相同岗位的官员有科学或医
学博士学位的比例从19%下
降至15%， 硕士比例从27%
减少到18%。

这一现象在美国能源部
尤为明显。特朗普提名7名与

能源科学事务相关的高级官
员人选中， 包括分管科学事
务的副部长人选在内， 有律
师，有工商管理学硕士，但没
有人具备科学领域硕士学
位。而奥巴马时期，这几个岗
位上的官员5人有相关硕士
学位，4人有相关博士学位。

奥巴马时期的两名能源
部长均为物理学博士，其中朱
棣文是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 而现任能源部长里
克·佩里当过州长， 却是动物
科学专业本科毕业。

前环境保护署署长克里
斯蒂娜·托德·惠特曼说，这
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科学
的蔑视”，而科学、卫生是“非
常复杂的工作”。

■据新华社

普京1952年10月出生在列宁
格勒市（今圣彼得堡市），1975年毕
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获经济
学副博士学位。他曾在苏联国家安
全机构工作，其中1985年至1990年
在民主德国工作。

普京1999年12月31日任代总
统，2000年3月26日当选俄总统，
2004年连任。因俄宪法规定同一人
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连续任期，
普京2008年没有参加总统选举，而
是出任政府总理。

2008年底，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
期由4年延长至6年，从2012年新当
选总统开始适用。2012年3月，普京
第三次当选总统。

成绩单“给力” 普京再干6年底气足
分析：如何扭转俄美关系等真正挑战在胜选后

宣布地点有深意

普京宣布竞选连任，是在
下诺夫哥罗德的高尔基汽车
厂。普京当天在这里与工人们
见面时说：“没有比这个地方、
这一时刻更适合宣布（参选）
……俄罗斯将一直前进，任何
人、任何时候都无法阻止这一
前进的脚步。”

莫斯科大学外籍教授、中
国政法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研
究员王晓伟认为， 这一场景
“暗含深意”。

据王晓伟介绍，高尔基汽
车厂建厂将近90年，取得过辉
煌成就。 普京在那里宣布参
选，折射他对执政成果的自信
和参加竞选的期待。“普京与
汽车厂普通工人热情互动，显
现他的亲民风格。”

对外强势取分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研
究员李勇慧说，普京本届任期
的外交成绩主要体现在：

一是亚洲。俄罗斯与中国
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
到发展：与日本的关系得到缓
和， 与韩国的关系进一步发
展。 俄罗斯还积极发展与印
度、越南、菲律宾等南亚、东南
亚国家的关系。

二是中东。俄罗斯强势介
入叙利亚内战，同时加强与伊
朗和土耳其的关系，既拿到了
“反恐分”，也有利于中东和平
稳定，更使俄罗斯就地区事务
获得更大话语权。

经济显现复苏

自2014年以来，受西方制
裁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影
响， 俄罗斯经济承受巨大下行
压力。不过，据俄罗斯经济发展
部统计， 俄罗斯今年1至9月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8%，
迄今连续4个季度实现增长。

今年前3个季度， 海外对
俄罗斯非金融领域的直接投
资额为230亿美元， 比去年同
期增长2.5倍；居民实际工资增
长2.5%。俄罗斯2016年农产品
和食品出口额增长近5%，超过
武器出口额。另外，数字经济
的发展和新商业模式的启动
将使俄罗斯企业更有竞争力，
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李勇慧说：“遭受西方国家
经济制裁， 俄罗斯经济发展仍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尤其是数
字经济、创新经济、电商贸易得
到进一步发展。” ■据新华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6日在伏尔加河畔的下诺
夫哥罗德市宣布，他将参加明年3月总统选举，寻求下一届6
年任期。

一些分析师说，本届任期，普京交出一份内政外交成绩
单，经济状况好转和强势干预叙利亚构成“亮点”。如果赢得
连任， 普京将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注重与西方缓和关
系，以吸收西方技术和资金。

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社会
舆论”基金会今年11月发布的一项
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俄罗斯
民众对普京的工作表示满意。

这项民调显示，81％的俄民
众认为普京在总统职位上“干得
好”；80％的民众表达了对普京的
信任；68％的民众表示，若举行大
选，会投票给普京。从党派方面来
看， 普京所属的执政党统一俄罗
斯党支持率为50％， 自由民主党
和俄罗斯共产党支持率均为9％。

超八成民众认为
普京“干得好”

民调

分析人士认为， 自普京第一
次当选总统以来，俄罗斯大国地位
得到巩固。近年来，俄空天军在叙
利亚大显身手，俄罗斯通过强硬的
对外政策坚决捍卫国家利益，普京
威望空前提高，被俄民众视为稳定
和实现强国的象征。同时，普京逐
渐打造出一支更年轻、 有活力、专
业化程度更高的执政团队，政权根
基更加稳固，这为他着眼将来提供
了组织保障。

反观反对派阵营， 成员复杂、
缺少“领袖”、缺乏切实可行主张和
纲领，难以对普京构成实际挑战。

舆论普遍认为， 普京面临的
挑战并不在于赢得大选， 而是如
何在选举后应对执政的种种难
题：如何扭转俄美关系、降低因对
抗和西方制裁给经济和民众生活
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何缓解贫富
分化、遏制腐败？如何调整俄罗斯
经济发展模式， 以适应金融、商
业、信息技术、医疗等领域的突破
性技术革命？

真正挑战在胜选后

背景链接

美国驻冲绳军机又掉东西？
这次砸中托儿所 所幸无人员伤亡

特朗普政府六成“技术官员”
学历受质疑

天价达·芬奇画作
买主是沙特王子

韩“霸道富二代”
酒后施暴免遭起诉

加州山火
继续肆虐

12月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附近，汽车从大火旁驶过。
近日，在强劲风力、低湿度以及干枯植被的助力下，美国南加州多地山火肆

虐，目前火势依旧凶猛。 新华社 图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