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利北部 级强震至少 人遇难
总体损失不大 当地一度启动海啸预警但随后解除

综合新华社消息 智利西北海域 日晚
发生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 迄今致死至少
人 另有多人受伤

智利总统宣布北部一些地区为灾区 只
是 从目前看 这次地震总体而言造成的损失
不算太严重

智利大学地震服务局发布消息 地震发
生在格林尼治时间 日 时 分 北京时
间 日 时 分 震中位于第一大区塔拉
帕卡海域 距古古雅镇大约 公里 震源深
度大约 公里 地震最初被测定为 级
之后修正为 级 地震后几小时内 还发生
超过 次余震 包括一次震级 级

地震发生后 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
预警中心发布针对中南美地区太平洋海岸的
海啸预警 涉及智利 秘鲁 厄瓜多尔 哥伦比
亚和巴拿马 国 同时对另外至少 个国家
发布较低级别的 海啸观察 这一中心说 报
告显示地震已形成最大浪高约 米的海啸

智利 秘鲁和厄瓜多尔等随后启动海啸
预警 当天晚些时候 厄瓜多尔把预警级别从
红色降至琥珀色 但保持高级别警戒 智利内
政部长罗德里戈 佩奈利略当地时间 日早
晨宣布 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紧急事务办
公室已经解除了全国沿海地区的海啸警报

日本气象厅地震海啸监视课课长长谷川
洋平 日举行记者会 称正在调查智利北部
沿岸里氏 级地震引发的海啸是否会波及
日本 透露 若海啸到达 日本 预计将在
日早上 时左右 据气象厅称 预计海啸可
能最先到达北海道东部

此外 强震发生后 智利北部城市伊基克
市 多名在押人员从一所女子监狱内越
狱 智利内政与公共安全部长罗德里戈 佩奈
利略表示 智利政府已派遣约 名特种部
队成员前往事发地控制局面 在当地警方的
配合下已找到 名越狱女囚

鉴于智利是全球最重要的铜矿出口国
地震消息一度引发国际铜价短期冲高 上海
期货交易所沪铜主力合约 日一度大幅上涨

不过此后迅速回落 上午收市前基本已
全部回吐涨幅 全球另外两大铜交易市场纽
约和伦敦市场 在地震发生后的电子盘交易
也同样出现了铜价冲高回落的走势

期货专业人士指出 从历史经验来看 地
震对国际铜价不会产生趋势性影响 因为纽
约 伦敦和上海的全球主要铜矿期货交易市
场均拥有丰富的储备资源

智利强震不影响中国所处板块
专家认为属 正常事件 并不预示地震高发期来临

本报讯 记者 俞陶然 北京时间昨天 时
分 智利西北部沿海发生 级地震 此次特

大地震是否预示着全球将进入地震高发期 是
否会对中国造成影响 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市
地震预测分析中心主任马钦忠

据马钦忠介绍 智利西部沿海地区位于南
美洲板块与纳斯卡次级板块的交界处 在板块
边界带 两大板块发生碰撞 俯冲 纳斯卡板块
俯冲到南美洲板块的下部 据测算 纳斯卡板
块平均每年向东的移动量为 毫米 该板块
的南边平均每年的移动量达到 毫米 可谓非
常 活跃

今年 月 该区域又开始了一轮 蠢蠢欲

动 美国联邦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 月
日 这一震区发生 级地震 月 日 发生
级地震 月 日 再度发生 级地震

月 日 又发生 级地震 短短一个月内 出
现了 次 级以上地震 这次发生 级以上大
地震 也就不令人感到特别突然了 马钦忠说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球物理学家杰茜卡 特纳
也表示 此次地震很可能与 月在这一地区发生
的地震相关 它们可能属于相同的板块运动

尽管震级很高 但在专家看来 此次地震仍
属于 正常事件 因为与当地曾发生的 级
地震相比 它算是 小巫见大巫 了 而且从全球
范围看 全球平均每年发生 级以上地震 次

左右 发生 级以上地震 次左右 此次智利
强震发生后 今年全球 级以上地震的次数
仍在平均范围内 所以并不预示着地球将进
入一个地震高发期

智利当地发生 级主震后 从 地震序
列 的角度而言 在未来几个月至一年内可
能发生 级地震 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将
会逐渐衰减

此次地震是否会对我国所处的板块造成
影响 对此 马钦忠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这是
因为 中国大陆位于欧亚板块 其东边在西太
平洋地震带之西 南边在欧亚地震带之北 与
南美洲板块 纳斯卡次级板块的关系很小

本报社址 上海市都市路 号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上海市印刷 上报印刷 电话
驻京办事处地址 北京市北河沿大街 号 电话 邮政编码 定价每月 元 今日零售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责任编辑 杨健 执行编辑 张全 年 月 日 星期四

国际

北约中断与俄罗斯合作
俄警告乌克兰勿入北约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杜鹃 北约成员国外交部
长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宣布暂时中断
与俄罗斯的正常合作关系 并且决定制订具体方案
以打消东欧北约成员国的顾虑

俄罗斯政府 日警告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 说
两国的关系发展取决于乌方是否放弃不结盟状态

共 名部长 前任内阁核心成员为班底

法总统公布新内阁名单
据新华社巴黎 月 日电 记者 郑斌 应强

根据新任法国总理瓦尔斯的建议 法国总统奥朗德
日公布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新内阁共由 名
部长组成 新内阁以前任内阁核心成员为班底 外长
法比尤斯 掌玺和司法部长托比拉以及国防部长勒
德里昂留任 负责预算事务的部长级代表卡泽纳夫
出任内政部长 新内阁出现了两名新成员 社会党女
政治家罗雅尔出任生态 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长 第
戎市长勒布萨芒担任劳工 就业和社会对话部长

专家座谈会

新科普

作为外围机构具有无限筹资能力 影响力渐超政党和候选人

真实 纸牌屋 超级 如何运作美大选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沈敏 大热美剧 纸牌

屋 是一部描绘国会山与白宫如何勾心斗角的
精彩大戏 在真实的美国选举政治中 政党自身
机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弱 活跃在后台的往往
是各利益集团的 雇佣军

离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预选还有一年多
时间 一个名叫 希拉里预备队 的超级政治行
动委员会 超级 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筹
划 从名称可知 它力挺民主党内呼声最高的候
选人 希拉里 克林顿

月一个寒冷周末 希拉里预备队 聚集在
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市中心一家工艺啤酒厂开
会 领头的是民主党资深 军师 克雷格 史密斯
他对整个团队说 以前从没有人这么做过

几个小时后 史密斯的秘密战略便不再是
秘密 一家支持共和党的杂志把 希拉里预备
队 开会的一段视频放到网站上 视频来源于一
家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咨询公司 美国
奋起 它的核心业务是收集任何民主党候选人
的 黑材料 打包发给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团
队 几小时前 它派出一名间谍混进 希拉里预

备队 开会场地 潜伏在角落里 用摄像机录下
了会议内容

这名间谍只是 美国奋起 派遣在美国
个州内的 多名 追踪者 之一 从 年大
选开始 各种顶着 独立机构 名号的超级
有机会大显身手 因为有着 花钱无上限 抹
黑无底线 的自由 这些外围助选机构对于选举
的影响力已渐渐超过政党机器和候选人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 超级 之类的外围机
构兴起 削弱了政党机器对选举事务的垄断性
权力 给非政界中人更多机会参政 但这种变化
的弊病也显而易见 尽管这些所谓 独立机构
与候选人和党派本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一
旦宣传中出现 过火 或违法行为 他们支持的
候选人和政党便可以与其撇得干干净净 超级

还享有无限制筹募经费的权利 这让国家

机关对非法竞选资金的监管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奋起 的三位当家人都是经验丰富的

共和党策略师 总裁乔 庞德尔和常务董事蒂
姆 米勒都曾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 另一位
马特 罗兹则是 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米
特 罗姆尼的竞选经理 去年 月 三人决定脱离
政党内官僚机制的桎梏 成立一家竞选顾问公司

在支持共和党的众多外围机构中 美国奋
起 仅代表一部分人的立场 时代周刊 说 随
着茶党影响力的扩大 一个迎合草根茶党保守
立场的 集团军正在积聚势力 试图控制共
和党的未来战略发展方向 它们和立场较为温
和的挺共和党派别已形成 内斗 之势

民主党那边也没闲着 截至 年末 最
财大气粗的 家超级 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年中期选举的大部分电视竞选广告 估计
都将由这些组织掏腰包

尽管希拉里还未宣布参选总统 各种新老
外围组织已开始为她备战 其中包括 希拉里
预备队 优先美国行动 世纪美国之桥
等等

什么是超级美国选举
资金主要分两
大部分 一是各党派候选人竞
选团队资金 二是被称为 外围
团体 的各种利益集团和民间
组织的助选资金 外围团体的
资金主要用于开展各种助选宣
传 候选人竞选团队募集捐款
必须受联邦选举委员会监管
个人捐款额度有上限

外 围 政 治
组织中 最重要

的就是近两年刚兴起的超级政
治行动委员会 超级 它们
被称为 超级筹款机 超级

能够向个人 企业或其他
利益集团无限制筹集资金 它
们虽不能与竞选阵营直接协调
或直接向其提供献金 但可以把
所筹资金用于对选举的支持

图为印有 希拉里
预备队 字样的杯子

欧洲各界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的演讲

为欧洲听众搭起理解中国之桥
本报布鲁日 月 日电 驻欧记者 王钰深

布鲁日在弗拉芒语中是 桥 的意思 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
旁征博引 妙语连珠 用丰富 生动的故事为欧
洲听众搭起一座理解之桥 不少在现场聆听演
讲的观众表示 对中国以及中欧关系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

一个关于和平的演讲
近千名观众在布鲁日的音乐厅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的演讲 欧洲学院校长莫纳尔是其中之一
他认为演讲富有实质性内容 主席指出了中欧关
系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 譬如互信 所以他希望
欧洲人更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这需要欧洲进
行更多努力 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德威特告诉
记者 他听到的是一个关于和平的演讲 这是一
个大国领导人释放的信号 抛开老生常谈和单
调的口号 欧洲人和中国人都应该加深对对方文
化的了解 我希望欧洲人都好好听听这次演讲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之初向大家回顾了中国
的历史 在欧洲学院读书的伊利坎姆 比查克勒

感受到了 主席言语中的真诚 她觉得 虽然在
欧洲的中国城和中国符号到处都是 但真正了解
中国历史文化的路还很长 听了习近平的演讲
之后 我有兴趣去更多地了解中国了 来自波黑
的学生丹尼斯 皮普拉斯说 习主席不仅谈到了
中国辉煌的文明史和过去 多年的发展史 还
不避讳受过的苦难 走过的弯路 也让我们对中
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社会有了更明晰的认识

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 了解一个国家 耳闻
是虚 眼观为实 他建议欧洲人多去中国看看 皮
普拉斯坦言 目前没有太多的渠道和信息去了解
中国 在欧洲高校里也没有很多关于中国的项目
习主席用非常温暖的话鼓励我们学生了解中国
我很希望亲眼去看看 塞尔吉 贝鲁教授非常赞
同习近平的观点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 贝鲁在北京
外国语学院教过十年书 近些年每年都要到中国
待上一个月 仔细聆听习近平的演讲 欧洲人能
知道中国是怎样变成经济强国的 但这还不够
大家还要到中国去 与普通中国人交朋友 看看
他们怎样生活 怎样养育孩子 怎样去爱 了解中
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这才是最重要的

语言形象且印象深刻
向欧洲人解释中国的问题 必须要用更加

形象的语言 习近平在谈到改革时引用了 明知
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给不少观众留下深刻的
印象 莫纳尔明白中国正在改革的关键时期 因
为改革中的 老虎 富有挑战 无法预料 有时还
很危险 莫纳尔坦言 欧盟内部也有自己的 小
老虎 刚刚从欧债危机的最深处摆脱 一体化
体系需要改革 而且理解中方改革对于发展中
欧关系非常重要 皮普拉斯则得到了另一种启
发 他觉得在自己生活中也可以借鉴 老虎的故
事 即便遇到艰难险阻 还是要勇往直前 开
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习主席演讲中举了 中国人喜欢茶 比利时
人喜欢啤酒 的例子 引得现场一片会意的笑
声 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总司司长杨 特鲁钦斯
基用 睿智 相赞 中欧的确应在交流中求同存
异 和而不同 不应该只是在口头上呼吁 更应
该放在处理中欧关系的实践中 得知中国希望
加大学生交流的意愿时 特鲁钦斯基非常高兴

习主席还提出了具体的数字 到 年实现
中欧学生年度双向交流达到 万人次 特鲁
钦斯基认为 对欧盟来说 习主席向欧盟释放出
切实 积极的讯号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为中欧关系的未来指
明方向 欧洲议会议员维克多 博斯蒂纳鲁认为
这在欧盟主要机构换届之际有象征性意义 他
告诉记者 中欧贸易协定谈判并未排在欧盟任
务单的最前端 中国已把战略方向转向强化中
欧关系上 现在该轮到欧盟加快脚步 与中国加
速推进合作 协定一旦达成 中欧的战略伙伴关
系将长久受益

习近平的欧洲之行已经落幕 但中欧关系
却再次启程 这次访问无疑将成为未来中欧关
系的奠基石 欧盟让 莫内终身讲习教授施奈
德坦言 欧盟过去觉得中国是学生 而如今发现
中国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 世界对中国的兴趣
在增长 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也在改变 中国
和欧盟的关系可以非常牢固 可以非常高效 可
以使得世界更和谐 更和平 让不同文化 不同
社会的人能够共同生活和合作

习主席欧洲之行
彰显 魅力外交

本报记者 安峥

天 场国际会议 个国际组织 个欧
盟核心国家 个小国 场活动 这是一次首
脑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完美结合 体现了中国对
欧政策的诸多智慧 提升了中国在欧洲的影响
力和认可度 也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发
展 定调 昨天 在本报与上海欧洲学会 上海
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的专家座谈会上 与会
专家如此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欧洲之
旅的亮点和成果

创新外交实践
欧洲媒体用 魅力攻势 来形容习主席此次

访欧 在其眼中 魅力首先体现在此访创造的数
个 第一次 上 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荷兰
年来首次访问德国 年来首次访问比利时
首次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首访欧盟总
部 对此 四个受访国也用 前所未有 倾其
所有 的接待方式予以高规格呼应 专家指出
上述呼应的举动体现了中国对欧洲 对欧盟的
高度重视 也凸显中欧战略合作关系确立 年
之后 中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对等性不断增强 欧
盟对中国的外交分量日益倚重

习主席此访还有一个非常规的 外交动
作 给欧洲和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在每个到
访国的主流媒体发表个人署名文章 而非以往
惯行的接受到访国媒体采访 专家认为 中国国
家主席如此密集地在西方媒体上主动发声 充
分反映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和创新 既能准确地
向外界宣示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 又能
增进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认识 理解和支持 可谓
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创新之举

不仅有 篇署名文章 还有 场精彩演讲
专家特别提到 在演讲中 习主席善于用故事打
动欧洲 善于用当地人熟悉的典故与中国典故相
契合 从而诠释中国理念和发展道路 这既能
润物无声 也显示了两大文明之间的相融相通

定调战略关系
访问期间 习近平强调 要从战略高度看待

中欧关系 共同打造中欧 和平 增长 改革 文
明 四大伙伴关系 与之呼应 就在昨天 外交部
发布了继 年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后的第
二份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将 和平 增长
改革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定为国家层面的对欧
政策导向 专家指出 这四大关系各有侧重 既
丰富了 年来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也为双边合作勾勒出具体务实 可供操作的抓
手 在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即将改选的背景下
它也是对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 规划和定调

细观四大关系 增长 改革 伙伴关系都
指向经济领域 专家指出 经贸合作 堪称此访
成果中的最重要基石 首先 中国市场对欧洲具
有巨大吸引力 习主席在访问中也用 我们愿意
雪中送炭 一语 给出了中国市场向欧洲开放的
明确信号 其次 中国也在 中欧联合声明 中
委婉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欧洲市场也应更大
规模向中国开放 声明 重申将共同维护公平
透明 基于规则的贸易投资环境 反对保护主
义 这样的措辞在过往双边声明中前所未有 它
展现了未来中欧经贸交往走向制度性层级的发
展前景 最后 声明 提到 中欧将加快投资协
定谈判进程 这意味着中国将更大规模 更深程
度地融入国际社会 将长期以来的 战略落
到实处 以经贸为支撑 进一步开放市场 承担
起大国的国际责任 真正成为世界多极化中不
可忽视的力量

闪现中国智慧
先在核峰会上发表演说 后在德国观看足

球赛 再赴比利时参观熊猫园 专家指出 通
过峰会外交 熊猫外交 足球外交 夫人外交等
一系列形式各异 生动活泼的外事活动 习主席
此访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欧政策的智慧和平衡
从出访活动的多样化上看 此访是一种首脑外
交与公共外交的结合 此其一 其二 从出访对
象的多元化看 此访实现了欧盟整体与个体国
家间的多层平衡 其三 从成果文件的内容看
此访是对中欧关系顶层设计与具体项目 当前
合作与长期规划的双重平衡 也将推动政 经
文三大领域合作的全面发展

本次座谈会由郑春荣主持 伍贻康 徐明棋
曹子衡 叶江 张永安 肖云上 戴启秀 张骥 方晓
出席

当地时间 月
日 智利伊基克的邮
政大楼火光冲天

智利西北海域
日晚发生 级地震
并触发海啸 智利邻
国秘鲁和玻利维亚均
有震感 秘鲁南部阿
雷基帕省 莫克瓜省
和塔克纳省震感明
显 在位于内陆的玻
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当局说 当地震感相
当于 级地震

新华社发

强震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