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全球的冒险家们再度集结，今
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日”写满了挑战
者们对冒险的渴望。 在众多的挑战者
中，来自中国的宋健由于亲身了解过令
沙漠变绿洲的固沙工程，因此践行 “绿
色出行” 的理念深埋于他的心中。为了
大力倡导“绿色骑行”，他再次向未知发
起挑战。在完全没有任何路线参考的情
况下，他的第二次冒险挑战从中国的黑
龙江省抚远市出发， 历时 66 天， 途经
12 个省份 ，穿梭古城 ，横越沙漠，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完成。最终以全程
10087.2 公里的成绩， 刷新了由自己创

下的 “最长距离的电动踏板车驾驶旅
程”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这只是世界各地的冒险挑战者们在
吉尼斯世界纪录日的创举之一。 在吉
尼斯世界纪录的故乡———英国，Gravity

Industries 的创始人兼首席测试飞行
员———Richard Browning 再次挑战由
他自己创下的 “身着体控式喷气动力
飞行服飞行速度最快” 的吉尼斯世界
纪录称号。 最终，这位现实版“钢铁侠”

以时速 136.891 千米的速度再次打破
由他自己创下的这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称号。 这些挑战者都在 2019年吉尼斯

世界纪录日（GWR Day）这一天突破自己
了的成绩，完美地诠释了今年的吉尼斯世
界纪录日的主题———“冒险精神”！

2019吉尼斯世界纪录日———“不惧冒险 所以挑战”

2019年 11月 17日，又是一年上海国
际马拉松准时开跑，3.8 万名跑者在今天
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作为全民参与的金牌
赛事，在长达 42.19公里的赛程中，各类风
险层出不穷，意外情况或突发病症更是威
胁着参跑者的生命安全。

中国平安连续五年升级赛事保障服

务，联动警方、医院等多个赛事保障单位，

形成一体化、高效、智能的应急体系。

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为本次赛事提
供保险保障的志愿服务，对可能发生的紧
急情况做好应急准备，并与组委会进行实
时信息沟通，制定快速反应机制，第一时
间对伤者进行慰问及心理疏导。 这一系列

的快速响应、志愿服务方案，将平安“简单、

温暖”的服务宗旨做到了极致。

开跑前， 来自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
理赔部的小伙伴们，作为志愿者前往中
山医院、瑞金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和第
九人民医院进行驻点。

在选手们努力奔跑期间，意外情况
也在不断发生。 因脱水、体力透支而晕
倒、摔伤的跑者被送至医院治疗，此时
严阵以待的平安志愿服务人员立即上
前，协助医护人员。

所幸， 选手们大多无碍。 在医生治疗
期间，我们一直陪伴在家属身边，并不时
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奔跑的上海， 停不下来。 陪跑的步
伐，也不会停歇。 平安的贴心服务一直
在你身边！

跑者“成就飞凡”，平安与你同行

国际 广告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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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韩防长磋商无果而终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失效日期临近

23 日零时 ， 已经被韩国单方面宣

布不再续签的韩日 《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 》 （GSOMIA） 将正式失效 。 17 日 ，

日韩防长在泰国举行会谈， 随后又举行

了美日韩三国防长会晤， 但会谈仍未能

就 “续签”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事取得

丝毫进展。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河

野太郎和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 17 日在

曼谷举行会谈， 试图就即将失效的日韩

军情协定进行商谈。 据日本共同社援引

一名日本官员的话报道称， 韩日双方没

有取得任何进展，“仅陈述了各自立场”。

在美日韩三方防长会谈结束后， 发

布了包括军事信息共享在内的促进三国

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声明， 但声明中并

未提及日韩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的内

容。 据报道， 美国防长埃斯珀在会谈中

称， “日韩之间的问题不仅会危及美日

韩合作关系， （这一结果） 只会对朝鲜

和中国有利”， 希望韩国就废除协定一

事做出理性应对， 但郑景斗最终未能改

变态度。

会谈结束后， 郑景斗对外表示， 今

年 6 月底前， 韩国一直坚持续签 《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 的立场， 最终导致韩方

“弃约” 就是因为日本强化了对韩贸易

管制 ， 将韩国排除在 “白色清单 ” 之

外。 对于 “此后如果双方在高级别会谈

后仍无法取得突破时， 军情协定是否就

此终止” 的提问， 郑景斗表示， 虽然不

希望发生令人遗憾的事情， 但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 并未出现任何转机， 双方仍

在全面付诸外交努力。

美国分别与日本和韩国拥有军事同

盟关系， 但日韩之间没有相关协议。 为

了促进对朝军事情报的共享， 在美国的

撮合下 ， 日韩之间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在首尔正式签署 《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 协定有效期一年， 除非一方反对，

否则期满自动延长 。 若有一方不愿续

签， 需提前 90 天， 即在 8 月 24 日前向

另一方通报终止这一协定。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一旦失效，

日韩今后只能通过美国交换军事信息，

其时效性将大大下降。 由于韩日之间在

防务领域仅有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这

一项协议，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官员表

示， 该协议的象征意义非常重要， 其被

废弃将向外部传递错误信息。 日本方面

还尝试过在协议失效前， 暂时延长协议

有效期的方案， 但未获得韩方回应。

日韩关系走低的直接原因是韩国最

高法院 2018 年两度判决日本有关企业

赔偿殖民朝鲜半岛期间强征的韩国劳

工， 招致日方不满。 日本政府今年 7 月

以韩国 “失信” 为由， 强化管制对韩贸

易出口。 随后， 把韩方排除在可以获得

贸易便利的 “白色清单” 之外。 韩方 8

月拒绝续签韩日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两国关系跌至冰点。

有分析认为， 由于日韩对峙升级，

韩国想用事关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韩日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一事迫使美国介

入日韩事务， 希望美国出面压制日本撤

回对韩贸易管制措施。 美国政府把 《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 视作与日韩扩大三边

防御合作的标志性平台。 虽然美国一再

呼吁日韩着眼大局， 但就在此次防长会

谈前的 15 日， 日本政府做出了不撤销

贸易管制措施的最终决定， 使得此次会

谈最终无果而终。

日韩两国媒体也不看好协定续签前

景。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指出， 从美日韩

三国防长会谈的结果看， 《军事情报保

护协定》 的终止已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日本 《读卖新闻 》 17 日的报道称 ， 日

方已经通知美国方面， 不会接受韩方所

提条件 。 韩联社则报道 ， 协定即将到

期 ， 17 日的会晤可能是双方取得突破

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日方没有做出任何

让步。 （本报东京 11 月 18 日专电）

O出售1.5%股份，以募集240亿至256亿美元资金

新华社微特稿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

油企业阿美公司 17 日宣布将出售 1.5%

的股份， 以募集 240 亿至 256 亿美元资

金 ， 有可能创下全球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最高纪录。

阿美公司当天在声明中说， IPO 指

导价区间是每股 30 至 32 沙特里亚尔

（约合 8 至 8.5 美元）， 预期在沙特证券

交易所发行这家企业股份的 1.5%， 即

200 亿普通股中的 30 亿股。

阿美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企业估

值在 1.6 万亿至 1.7 万亿美元之间，低于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最初设定

的 2 万亿美元目标， 高于目前全球排名

第一的美国苹果公司 1.18 万亿美元市

值。

据最新发布的招股说明书， 阿美公

司向个人投资者出售 0.5%的股份，包括

沙特公民、 居住在沙特的外籍人员和所

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公

民；向机构投资者出售 1%的股份。 股票

最终报价将在 12 月 5 日发布 ，12 月中

旬在首都利雅得的沙特证交所挂牌上

市。

阿美公司每天生产超过 1000 万桶

原油， 占全球需求大约 10%。 它 2018

年净收入 1111 亿美元， 超过英国石油

公司、 美国雪佛龙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

司、 英荷壳牌公司和法国道达尔公司的

净收入之和。 阿美上市有助于沙特实现

经济多元化， 是沙特政府 “2030 愿景”

经济改革计划的重要一步。 （陆爱华）

以”朝鲜展示“善意”，朝鲜却不买账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

防部长埃斯珀 17 日在曼谷表示， 美国

与韩国将无限期推迟两国联合军事演

习， 以对朝鲜 “释放善意”。

埃斯珀当天在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

会议期间举行的美韩联合发布会上做出

上述表示。 他说， 推迟美韩联合军演并

非对朝鲜让步， 而是意在为消除朝鲜核

武威胁 “开启一扇外交之门”， 美韩两

国 “期望最终能够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 他还敦促朝鲜 “无条件” 返回谈

判桌。

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说， 双方没

有商定军演推迟到什么时候。

韩联社报道， 埃斯帕和郑景斗临时

决定召开记者会， 宣布这一 “出人意料

的”决定。美联社报道，埃斯珀 15 日访韩

期间没有与韩方官员讨论推迟军演。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 朝鲜国务委

员会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 批评美国和

韩国计划近期举行的联合空中训练是

“反朝敌对演习”。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类似做法是对朝美新加坡会晤共识的

“全盘否定”， 美韩屡次开展联合军演是

“以恶报善的背叛行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 就实现半

岛无核化寻求与朝方谈判。 为避免刺激

朝方， 美韩先前取消传统大规模联合军

演， 以小规模演习或科目演练代替。 美

韩今年延续去年的做法， 取消年底 “警

戒王牌” 空中联合军演， 打算以较小规

模军演代替。 只是， 朝方仍然反对。

”方释放 3艘乌海军船只制造“氛围”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1 月 18 日

报道， 当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对媒体表示， 克里姆林宫证实时隔三

年半的 “诺曼底模式” 四国峰会将于

12 月 9 日举行。

为了给即将召开的峰会营造氛

围，俄外交部网站 18 日宣布，俄方释

放了去年在刻赤海峡事件中扣押的 3

艘乌克兰海军船只。

佩斯科夫 18 日对记者说： “定

于 12 月 9 日举行的 ‘诺曼底模式 ’

四国峰会的筹备工作正在举行， 已经

进入收尾阶段。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

严肃会晤 ， 但我不会谈对峰会的期

望。” 2014 年 6 月， 法国方面借纪念

诺曼底登陆 70 周年之机， 邀请俄罗

斯、 德国、 乌克兰领导人在诺曼底就

乌克兰局势举行首次磋商 。 上一次

“诺曼底模式” 峰会于 2016 年在德国

柏林举行。

俄罗斯 《生意人报》 16 日报道，

俄方决定将扣押至今的 3 艘船只归还

给乌方， 由俄方拖船把上述船只拖入

黑海海域， 后续由乌方拖船 “接手”。

俄罗斯外交部 18 日证实了这一

说法， 不过其强调称， “这些船只是

俄罗斯就非法越界事件开展刑事诉讼

的物证。 之所以现在移交， 是因为俄

有关机关完成了对舰艇的必要调查，

不需要它们再留在俄境内。”

去年 11 月 25 日清晨 ，3 艘乌克

兰海军舰船闯进俄领海， 并全速驶向

连接黑海和亚速海的刻赤海峡。 当时

俄联邦安全局克里米亚地区边防局的

巡防舰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 撞上其

中一艘舰船， 后者主发动机和船舷护栏

被损毁。俄联邦安全局随后发布消息称，

扣留这 3 艘舰船及船上 24 名船员。

泽连斯基就任乌克兰总统之后，把

寻求释放被扣船只和船员作为其上任后

的首要任务。 在缓和对俄关系的新外交

理念的指引下，今年 9 月，俄乌双方就互

换被扣人员达成一致， 俄方释放了全部

24 名被扣船员。

除了“换俘”，双方近两个月来还就

旨在让顿巴斯取得特殊地位的 “施泰因

迈尔模式”进行博弈，并以乌方妥协为代

价最终达成一致。

为了表达对召开四国峰会的诚意，

乌军还从 10 月 29 日起， 从乌东部地区

佐洛托耶和彼得罗夫斯基撤军。 而签署

“施泰因迈尔模式”协议和乌方撤军正是

俄方同意召开四国峰会的前提要求。

不过此前俄方一直对峰会召开日期

三缄其口。 10 月 30 日，当乌军开始从佐

洛托耶撤军时，俄方仅仅表示，在撤军

的开始就讨论峰会日期为时尚早。

11 月 12 日， 当哈萨克斯坦首任

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议在哈组织俄乌

领导人会面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隔空

回绝了哈方的“好意”，认为没有必要

与泽连斯基匆忙见面。不仅如此，普京

还称，“若在年底前‘施泰因迈尔模式’

不能落实，（和泽连斯基）在‘诺曼底模

式’下也没什么好谈的。 ”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18 日，俄罗斯刻赤海峡，俄当局当日开始向乌克兰移交在去年 11 月刻赤海峡冲突中扣留的乌方船只。 视觉中国

伊朗爆发暴力示威，反对政府提高汽油价格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17 日就近

期街头示威发声， 支持政府提高汽油价

格，抨击暴力破坏，暗示将以强力手段恢

复秩序。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 ， 示威蔓延至

100 多座城镇， 上百家银行、 商店遭洗

劫或纵火， 包括警察在内的 3 人死亡，

大约 1000 名示威者被捕。

伊朗政府 15 日宣布上调汽油价格

并施行配给， 汽油价格从每升 1 万里亚

尔 （约合 0.6 元人民币） 上调至 1.5 万

里亚尔 （0.9 元人民币）， 家用汽车每辆

每月限购 60 升汽油， 超出部分需支付

更高费用。 这一政策触发民众不满。

哈梅内伊 17 日在电视讲话中说，涨

价方案由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参与

的委员会共同决定，“我不是专家……但

会支持它”。“一些人肯定会不满，”他说，

“但搞破坏并纵火不是（正常）人应该做

的事情，这是流氓行径。 ”

哈梅内伊把暴力示威者称作暴徒，

要求安全部门履行职责， 同时呼吁民众

避免参与暴力活动。 不愿公开姓名的安

全官员告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记者， 示

威规模超过 8.7 万人， 执法部门逮捕大

约 1000 人。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 示威是民众权

利， 但骚乱不是， 当局不会容忍破坏社

会安定的行径。

哈梅内伊说， 暴力示威正中敌对势

力下怀， 特别提及得到美国支持的 “人

民圣战者组织”。 这一流亡团体一直呼

吁推翻伊朗政权。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

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 周末

起对全国互联网施行限制， 防止暴力示

威者继续串联。 依据美国甲骨文公司说

法，这是伊朗“迄今最大规模断网行动”。

美国白宫 17 日发表声明， 谴责伊

朗当局对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器并阻断互

联网， “支持伊朗民众的和平示威”。

美联社报道， 这次示威反映伊朗政

府应对严峻经济形势的压力。 法新社报

道， 伊朗里亚尔近年大幅贬值， 国内通

货膨胀严重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伊朗经济今年将萎缩 9.5%， 明年可能陷入

滞胀。

按照伊朗总统鲁哈尼的说法， 政府

需要向 6000 万贫困人口提供生活补贴，

“要么增加税收， 要么减少现有 （汽油）

补贴， 将利润返还给需求迫切的群体”。

徐超（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选民重点承诺安全和善治

斯里兰卡新当选总统拉贾帕克萨

18 日宣誓就职 。 作为反对党人民阵

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他在 16 日

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

分析人士认为， 拉贾帕克萨胜出

的原因是他的竞选承诺以及过往的从

政经历符合选民希望国家安全和改变

的诉求。 如何稳定政局并团结不同族

群将是新总统面临的巨大挑战。

根据对全部选票的统计结果， 拉

贾帕克萨获得 690 多万张选票， 得票

率为 52.25%。 分析指出 ， 拉贾帕克

萨赢得选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积极

回应选民关切， 特别是约占斯里兰卡

总人口 70%的僧伽罗选民。

16 日总统选举投票当天 ， 记者

来到科伦坡郊外一个僧伽罗人聚居区

投票站 。 一名 72 岁的小商贩说 ：

“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国家和一个善

治政府。 只有一个候选人能够做到这

点， 那就是戈塔巴雅， 他能够给我们

带来安全。”

由此可见， 安全和善治是斯里兰

卡普通人对于新总统最大的期待。 这

也正是拉贾帕克萨在竞选期间给选民

承诺最多的。

选民愿意投票支持拉贾帕克萨，

不仅在于他的承诺， 更在于他过往的

政绩显著： 他在政府任职期间不仅因

打击反政府武装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

放组织 （猛虎组织） 而立下战功， 还

给科伦坡留下很多可圈可点的工程。

求变是这次选举中选民的另一诉

求 。 科伦坡大学名誉教授黑提格指

出， 现任执政联盟在 2015 年上台时

曾经给选民带来很多希望， 然而总统

和总理之间的政治隔阂导致政府执政

能力低下， 未能履行当初对公众的承

诺。 4 年过去， 斯里兰卡的经济形势

恶化， 生活成本不断提高。 让选民更不

可容忍的是安全漏洞百出 ， 最终酿成

200 多人身亡的特大恐袭。

拉贾帕克萨就任总统后马上面临的

一个挑战便是如何尽快稳定政局。 现任

政府总理维克勒马辛哈领导的统一国民

党仍然是议会第一大党， 这将对拉贾帕

克萨的执政形成掣肘。

根据斯里兰卡宪法规定， 议会只有

在组建 4 年半后方可解散， 而本届议会

于 2015 年 8 月组建， 理论上说到明年

2 月议会不能解散， 如果提前解散需要

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投票同意 。 因

此， 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很难实现。

分析认为， 短期内， 拉贾帕克萨政

府在很多问题上都需要与统一国民党协

商解决。

目前， 斯里兰卡的外国直接投资已

经出现下降趋势， 新政府的当务之

急是稳定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任何

政治混乱都会对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带来消极影响。

除此之外， 拉贾帕克萨还需要

面对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消除各个

族群之间的隔阂， 建立和谐的族群

关系。这次选举中，拉贾帕克萨虽然

在南部和西部等僧伽罗人占多数的

地区获得众多支持， 但在以泰米尔

人为主的北部地区遭到极大抵制。

拉贾帕克萨胜选后在推特上表

示， “我不仅是为我投赞成票的人

的总统， 也是对我投反对票的人的

总统， 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种族或者

宗教”。

新华社记者 唐璐
（据新华社科伦坡 11 月 18 日电）

18 日， 在斯里兰卡北中省首府阿努拉达普拉， 拉贾帕克萨 （中） 在宣

誓仪式上讲话后致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