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11日，在俄罗斯

楚戈尔训练场 ， “东方－

2018” 战略演习中方导演

部进行演习导调。

右图： 参加 “东方－

2018” 战略演习的俄方参

演官兵在俄罗斯楚戈尔训

练场进行直升机索降训练

（9月7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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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近40年来最大规模军演拉开帷幕
中俄联合演练标志双方政治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水平达历史新高

据俄罗斯媒体 11 日报道，俄联邦

历史上最大规模战略军演 “东方-

2018” 当天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

楚戈尔训练场拉开帷幕。

俄军现役重量级军备
悉数登场

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俄国防部

消息称，“东方-2018? 将在国防部长

谢尔盖·绍伊古的领导下于 11 日至

17 日在俄罗斯远东和太平洋毗邻海

域举行。这将是 37 年来俄罗斯最大规

模的军演，涉及力量众多，参演部队来

自俄中部军区、 东部军区以及太平洋

舰队、北方舰队和空降部队。参演官兵

超过 30 万人， 各种型号飞机 1000 多

架，装备车辆 3.6 万台，舰船近 80 艘。

此外，军演覆盖地域广阔，演练活动将

同时在 5 个合成训练场 、4 个空防军

靶场以及日本海、 白令海和鄂霍茨克

海海域举行。

据悉，“东方-2018? 军演分两个

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将完成各部在

远东地区的部署工作以及海军各部在

北部和远东沿海地带的集结。 第二阶

段将训练指挥员和参谋部对各部的指

挥工作以及防御和进攻行动。

据新华社报道， 俄军现役重量级

军事装备都会在本次演习中悉数登

场， 包括图－９５ＭＣ 和图－２２ 战略轰炸

机 ，以及苏 －２４Ｍ、苏 －２７、苏 －３０ＣＭ、

苏－３４、苏－３５ 等苏系列战机。 参演的

直升机中，既有米－２４、米－８ 和米－２６

等系列 ，还有外号 “短吻鳄 ?的卡－５２

武装直升机。 伊尔－７６ 运输机、Ａ－５０

预警机及多型无人机也参加演练。 此

外，俄军 Ｔ７２Ｂ３ 坦克、ＴＯＳ 喷火坦克、

２Ｓ１９ 自行榴弹炮、“旋风? 火箭炮、道

尔 Ｍ２Ｕ 和山毛榉 Ｍ２ 防空导弹等先

进装备也将在演习中一展身手。

作为俄军四大战略演习之一的

“东方?系列演习，每 4 年举行一次，在

俄军演习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绍伊

古称 ， “东方 -2018? 战略演习是自

1981 年苏联“西方-81?演习以来俄罗

斯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甚至在地域

范围上还超过了 “西方-81?演习 ，可

谓“史无前例?。

我军派兵出境参演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中国国防部网站 11 日发布消息

称， 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 中国

军队将赴俄参加 “东方-2018? 战略

演习。

中俄两军战略指挥机构组建联合

导演部， 联合战役指挥机构分别由中

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 俄联邦武装

力量东部军区派出。 中方参演兵力约

3200 人 ， 各型装备车辆 1000 余台 ，

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30 架。 中方参

演官兵主要由北部战区陆军和空军部

队组成。消息强调，这是中国军队经过

革命性改革重塑后首次以军委联合参

谋部为主、 抽取军委机关相关部门精干

人员编成中方导演部赴境外组织联合战

役行动演练， 也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派兵

出境参演规模最大的一次， 演练内容由

以往的联合反恐拓展为组织联合防御和

反攻等传统安全课题。 与历次 “和平使

命?演习相比，此次战略演习层级更高、

规模更大、要素更全、联合性更高，标志

着中俄双方政治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水

平达到历史新高。

据悉，根据计划，11 日至 13 日中俄

双方指挥机构将完成联合作战筹划、组

织作战协同、指挥部队行动等演习任务。

实兵行动演练主要围绕抗敌进攻、 强渡

水障、火力突击、进攻准备、转入进攻等

展开， 重在检验部队在陌生环境下的实

战能力。 13 日，实兵实弹演练结束后进

行沙场阅兵。

演习中方导演部指挥员表示， 此次

演习旨在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及两军务实合作， 进一步增强两军共

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有利于维

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本次演习不针对

第三方，与地区局势无关。中国参演官

兵将以实际行动展示维护地区和平与

稳定的决心和能力。

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

为了打消美国和北约方面的疑虑，俄

方已提前就军演的相关情况向北约成

员国作了详细通报， 并邀请了北约成

员国武官观摩军演。 “东方-2018?军

演举办地远离北约责任区， 对其成员

国安全并不构成影响。

”功几率连年下降，时隔一年才确认一件遗骸
“9·11? 恐怖袭击已经过去 17 年 ，

在美国纽约一间实验室里， 法医仍然日

复一日鉴定当年在世贸中心遗址发现的

遗骸 ， 试图为 1100 多名遇难者匹配

身份 。

在距离世贸中心 2 公里的这间实验

室里， 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是取出一段

遗骨， 截断并将其碾磨成细细的粉末，

然后与两种化学物质混合。 其中一种化

学物质能令遗骨粉末中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暴露， 另一种则用于提取 DNA。

即便如此， 也不能保证匹配身份成功。

法新社 10 日援引纽约首席法医办

公室副主任马克·德西尔的话报道， 火、

霉菌 、 细菌 、 阳光 、 燃料都可能毁坏

DNA,导致 “样本含有的 DNA 可能非常

非常稀少。?

“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 世贸中

心遗址共收集到 2.2 万件人体遗骸。 截

至目前 ， 在世贸中心殒命的 2753 名

“9·11? 遇难者中， 已有 1642 人的遗骸

确认， 仍有 1111 名遇难者身份没有得

到确认。 随着时间流逝， 成功鉴定遗骸

的几率下降。 这间实验室最近一次更新

已确认遗骸遇难者是今年 7 月， 一名在

世贸中心 “双子塔? 南楼 89 层工作的

26 岁金融分析师 。 而此时距离上一次

确定身份已经间隔一年。

常有遇难者家属到访实验室， 给工

作人员一个感谢的拥抱 。 德西尔是 17

年来一直在实验室工作的唯一一人 。

“2001 年以来， 我们一直履行同样的步

骤。 现在只要有必要， 我们能改进每一

步。? 他拒绝透露实验室预算， 只说这

是北美洲设备最先进的同类实验室。

袁原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一边倒支持以色列，连续对巴勒斯坦施压

针对美国决定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驻美首都华盛顿办事处， 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 10 日说， 巴方将坚持原则，

继续以法律和政治手段维护权利。

美国近期持续向巴勒斯坦施压，试

图迫使巴方恢复与以色列谈判。 但多家

国际媒体认为，美方做法带有偏见，适得

其反。

美国国务院 10 日宣布，关闭巴解组

织驻华盛顿办事处。 国际社会承认巴解

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美

国不承认巴勒斯坦国， 但允许巴解组织

从 1994 年起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人纳

比勒·阿布·鲁代纳 10 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巴民族权力机构“将坚持对各项具有

国际合法性决议的承诺?。 按照鲁代纳的

说法，在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等关键议题上

坚持原则，比维护与美国的关系更重要。

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埃雷卡

特 10 日说，美方作出这一决定是对巴勒

斯坦继续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以色列

涉嫌战争罪的惩罚， 是特朗普政府对巴

勒斯坦人民“集体惩罚?的又一铁证。

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代表胡萨

姆·佐姆洛特说，美方决定关闭巴解组织

办事处是“欺凌和政治要挟?，美国政府

“盲目地执行以色列的愿望清单?。 他表

示，美方主要目的是继续推进、落实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方提出的要求。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中东

项目主管、 在往届政府担任中东问题谈

判代表的阿龙·戴维·米勒在社交媒体写

道： “我跟踪美国内政外交政策 40 多

年， 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届政府如此不

加鉴别地支持以色列并严厉打压巴勒斯

坦人……? 在他看来， 这些举措没有逻

辑， 违背国家安全的基本原理。

特朗普政府决定关闭巴解组织驻华

盛顿办事处， 所谓理由是巴方不顾美方

多次警告， 没有与以色列就和平进程展

开“直接、有意义?的谈判。

美国对巴勒斯坦政策在特朗普去年

1 月就任总统后发生重大变化， 尤其是

不顾国际社会反对，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首都并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

移至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强烈反对美方

做法， 宣布美方失去调停巴勒斯坦与以

色列关系的资格，中断与美方接触。关闭

巴解组织办事处被视为美国向巴勒斯坦

施压的最新举措。 美国国务院本月 8 日

宣布切断原本用于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

医疗系统的 2500 万美元援助，转作“其

他优先项目?资金。 8 月 31 日，美国国务

院声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运作有“无可救药?的缺陷，宣布

不再向这一机构提供资金。 8 月 24 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停止为巴勒斯坦提供超

过 2 亿美元援助。

美联社解读， 美方的做法很可能触

发巴勒斯坦人对美国“调停者?角色更加

强烈的抵制。 法新社援引一名巴解组织

官员的话报道，白宫“一边倒?是地区紧

张局势“危险的升级?。

美国一面要求巴勒斯坦方面与以色

列谈判， 一面却迟迟不公布特朗普的犹

太裔女婿、 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主持制

订的新版中东和平方案。 特朗普的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10 日说，这是一份

“非常雄心勃勃?的方案，政府正在修订

并将选择合适时机公布。

包雪琳（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朗普：朝方阅兵式未展示洲际导弹是“释放善意”

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10 日

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信美国总

统特朗普，提议举行第二次会晤。双方正

就此作协调。

美朝无核化谈判近期陷入停滞，但

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评价金正恩来信 “温

暖、积极?，提及朝方没有在建国 70 周年

阅兵式展示洲际弹道导弹。 这表露美方

乐观态度。 桑德斯说：“这封信的首要目

的是提议金正恩与特朗普再次会晤，期

待为此作安排。对这一倡议，我们持开放

态度并已经在协调过程中。?她拒绝公开

来信全文，称需先得到金正恩的同意。

特朗普和金正恩今年多次通信，信

件内容为两人 6 月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前

作铺垫和会晤后对会晤成果作评价。

桑德斯说，金正恩的最新来信“非常

温暖、非常积极?，证明美方希望实现的

美朝关系改善已经取得一定进展， 同时

体现朝方注重持续对话、 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意志。

路透社报道， 本月晚些时候在纽约

市联合国总部开幕的新一届联合国大会

将给朝美领导人会晤提供契机， 但朝鲜

方面没有宣布金正恩将与会。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 他认定金

正恩不会出席联大会议。

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

究主管哈里·卡齐亚尼斯认为，特朗普寻

求与金正恩再次会晤是“正确决定?。 他

相信金正恩期待在特朗普 2021 年 1 月

结束四年任期前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朝方在建国 70 周年阅兵式上没有展示

远程弹道导弹 ，同样说明 “有理由保持

乐观?。

桑德斯 10 日在记者会上说，朝方释

放三名美国公民、 向美方移交朝鲜战争

美军士兵遗骸、 连续几个月没有测试弹

道导弹，而且，在建国 70 周年阅兵式上

没有展示洲际弹道导弹，是“释放善意?

的迹象。

朝鲜 9 日在平壤阅兵， 只展示数量

不多的火炮、装甲车和短程导弹等。综合

法新社、共同社等国际媒体报道，洲际弹

道导弹没有亮相； 另据总部设在华盛顿

的“朝鲜新闻网?，阅兵式也没有展示中

程弹道导弹。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上说，朝方借助这次阅兵释放“非常重大

且积极?的信号。

杜鹃（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国内政治日趋保守，总理辞职”为常态

由于国内政治混乱， 澳大利亚政
府难以在重点领域和全球关切的议题
上保持政策的连贯统一。 澳大利亚总
理特恩布尔的下台， 再次暴露了澳大
利亚国内政治长期以来的弊病： 总理
辞职成为常态。 这已经是连续第四位
辞职的总理 ， 在此之前有 ： 陆克文
（2010 年 ）、吉拉德 （2013 年 ）、阿博
特（2015）。鉴于此，假以时日，倘若现
任总理莫里森也被迫辞职， 应该不会
有人感到惊讶。

这场政治动荡反映出自由党和工
党内部的深刻分歧， 这对澳大利亚的
国际形象和领导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澳大利亚坚
持追求中等强国地位，力促多边主义，

同时在促进民主、人权发展、维护地区
和平与稳定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近几
年，澳大利亚国内开始出现较为保守、

内向和逆国际化倾向。一方面，得益于
自由党内部右翼势力逐渐上升的影响
力；同时，为了实现联合执政，自由党
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向更为保守的国
家党做出让步。另一方面，这种孤立主
义表明执政者的立场不坚定， 不敢采
用进取性政策。

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 特恩布尔
计划将 “碳排放削减” 纳入 《巴黎协
定》， 这一举措足以使本党派中的保
守分子拔刀相向了。 据 《纽约时报》

分析， 这是过去 10 年以来在气候问
题上的第三次 “总理掷出窗外事件”。

作为世界最大煤炭出口国， 澳大利亚
没有兑现其在 《巴黎协定》 的承诺，

反而采取税收激励措施以促进化石燃
料的开采。

再看对外援助方面。 根据美国广
播公司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核
定，过去五年来，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水
平以每年超过 5％的速度持续下降。尽
管受到国际人权组织和澳大利亚人权
委员会主席的强烈谴责， 堪培拉仍然
坚持保留海上拘留设施， 以拘役非法
入境的船民。

除此之外， 两党在某些重大的外
交政策上无法达成共识，矛盾重重。这
些严重的政治分歧， 可能带来很高的
政治风险。一方面，面临对外贸易的压
力；另一方面，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一时间难以制定出科学的外交战略，

陷入危机。

目前， 莫里森领导的新政府将如
何作为， 还难以下定论， 但可以预测
的是， 澳大利亚在上述问题上可能不
会做出转向。 首先， 能源政策改革，

尤其是气候变化减缓是雷区， 如果还
想保住工作 ， 在任者就不会轻易碰
触。 莫里森和前任一样， 需要右翼和
保守分子的支持。 上任前， 他曾是移
民和边境保护部长， 高度认可利用保
留拘留设施以减少潜在移民的举措，

因此， 短时间内， 移民政策不会有大
的变化 。 如何与大国保持建设性关
系， 如何保持澳大利亚的国际战略空
间， 这对于新政府是巨大挑战。

不幸的是， 这一切都预示澳大利
亚的国际地位可能下降。 鉴于澳大利
亚过去的贡献，这十分遗憾。对于澳大
利亚和世界而言， 堪培拉最好能够践
行其外交政策白皮书里的理念：“我们
保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能力取决于我
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 ”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
作培训基地 龚兆雄编译）

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食品安全检验任
务也日渐繁重，越来越多的原料、产品需要
进行检化验，而原始的检测方法往往会产生
产品检测、报告不及时等问题，对生产计划
造成严重的影响。

为了紧随公司发展的脚步，确保有效的
管控食品安全，公司对检测中心进行全面升
级改造。此次改造以 CNAS-CL01《检测和校
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和 ISO/IEC 17025:

2017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为依据，由专业机构对检测中心进行重新设
计 `、布局，新增 P2实验室、生物安全柜、快
速检测系统等，进一步拓展检测中心的检测
项目。 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检测的时
效性， 同时可将检测数据接入公司 ERP系
统，使各生产部门第一时间得到相关产品检
测结果， 让检测中心更好的服务于生产，为
公司食品监管提供坚实可靠的技术保障。

通过此次改造升级，杏花楼食品检测中

心已拥有 30多套设备，包括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GC-MAS），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
仪，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紫外
分光光度计、凯氏定氮仪、农药残留快速检
测仪、重金属快速检测仪、微生物快速检测
系统、 生化用纯净水制备系统、P1、P2实验
室、生物安全柜等。 投入总值高达 400多万
元，具备对洁净室环境监测、食品接触面、食
品共计 80项检验项目的检验能力。 能够对
产品日常涉及的安全性指标， 如黄曲霉毒
素、农药残留、防腐剂、甜味剂、色素、重金
属、微生物等项目进行检侧。

一、严格把好原料关，杜绝不合格原料
进入工厂。 改造升级后的食品检测中心新增
了农药残留、重金属、微生物等快速检测设
备，能更准确快速的对所采购的原料进行全
面质量分析。 可将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
用食品添加剂的不合格原料及时的拒之门
外， 在生产源头筑起一道科学严密的防护

墙，这也是做安全、放心食品的第一关。

二、加强生产过程的动态监管，实现生
产全过程可测可控。 快速检测系统是对生产
操作全过程进行精准控制的系统，它能第一
时间掌控可能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因素，使
生产全过程得以及时有效动态监管，排除不
合格产品，确保出厂食品安全可靠。 为消费
者提供更安全、健康的营养食品。

三、 建成国内食品企业领先实验室，确
保食品检测科学、准确、及时。 食品检测中心
总面积 305㎡，包括留样室、仪器室、微生物
检测培养室、 理化室、P1实验室、P2实验室
等十几间不同类别检测工作室，可同时开展
各项指标的食品检化验工作， 满足多种原
料、成品的检验，使产品检测全面、快速、精
准。 杏花楼食品检测中心还预留观察通道，

可让消费者亲眼目睹杏花楼在食品生产各
环节中严格把关的全过程，大大提升消费者
的信赖度和企业形象。

严控食品安全 杏花楼食品检测中心改造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