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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徐发荣，1962年10月出生
于江苏苏州吴县东渚乡一个贫
农家庭。徐发荣从小成绩优
异，1982年9月考入军校，毕业
后服役于空军某部队。1996
年，徐发荣转业成为苏州市公
安局原金阊分局三元派出所一
名基层民警。

1997年7月17日凌晨2时
许，三元派出所接到报警称金
门路388号新村居民家发生入
室盗窃，正在辖区巡逻的徐发
荣接到报警后带领两名联防队
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徐发荣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游某。一番围追堵截之后，嫌
疑人被包围在2楼楼道中。看
到游某手中持有自制散弹枪，
徐发荣丝毫没有畏惧，劝告其
放下武器，不要一时冲动而犯
下大错。

游某丝毫不听劝告，欲跳
窗逃跑，两名联防队员见状上
前拦截，红了眼的游某举枪对
准联防队员。千钧一发之际，
徐发荣上前挡住了枪口。“砰”
的一声后，徐发荣倒在血泊中，
歹徒乘机逃走。

徐发荣被送到医院抢救，
但因散弹击中其面部和颈部，
伤势严重抢救无效，光荣殉职，
年仅35岁。同年12月，游某被
苏州警方抓获。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
徐发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
于1997年9月9日，被公安部
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
模范”称号。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金
阊派出所民警马振峰几年前刚
到派出所工作就听说了徐发荣
的事迹，得知这里是徐发荣生
前战斗过的地方，更珍惜这份
荣誉。“听到他的英雄事迹，内
心激动之余也由衷地钦佩他。”

多年过去，徐发荣生前工
作过的三元派出所已几易其
名，其辖区范围、工作环境以及
公安工作的要求、方式等都有
了很大变化。“但革命英烈传承
下来的忠诚勇敢是不变的，为
民服务、大公无私的精神也是
不变的。”马振峰说，在未来工
作中将继续发扬好烈士精神，
落实巡逻、接出警、社区走访、
调解纠纷、打击犯罪等各项工
作。前辈未竟的事业，将由“接
力者”来完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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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发荣：
用生命捍卫平安

朝鲜称近日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
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试验”。美国总
统特朗普随后警告说，朝鲜如果继续以敌
对方式行事，将面临“失去一切”的风险。

朝方此前将12月底设定为美方拿出
朝美对话新方案的“最后期限”。年底期限
迫近，朝美重回“口水战”的敌对姿态。朝
鲜最新动作将对朝美关系产生怎样影响？

·新闻回放·
特朗普谈及对朝“动用武力”

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8日说，朝鲜
7日下午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进行“非
常重大的试验”。朝方没有披露试验具体
内容，只表示“这次试验的结果不久后将
在再次改变朝鲜的战略地位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韩联社8日报道，朝鲜西海卫星发射
场先前有准备测试导弹发动机的迹象。

外界由此猜测，朝鲜7日测试的可能
是一种新型火箭发动机或导弹发动机，可
用于远程火箭或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发文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如果以敌
对方式行动，他可能会失去很多甚至全部。

本月初，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时谈及
对朝“动用武力”可能性。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朴正天对此回应，
使用武力不是美国的特权；如果美国对朝动
武，朝鲜也将在相应水平上迅速采取行动。

·深度分析·
虽互相施压，但对话的动力还在

近两个月，朝美之间互动起伏跌宕。朝
方10月还在提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美
方11月也有一些“善意”表现。但“最后期
限”日益临近，两国表态逐步趋向强硬，到
12月终于提到“动武”，双方关系陡然紧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说，朝鲜频频对美示
强，旨在敦促美国改变对朝敌视态度，解
除对朝经济制裁。

而美国认为朝鲜在半岛无核化方面
尚未作出实质贡献，因此毫无改变对朝

“极限施压”的意愿，只是近期在暂停军演
等方面作出让步。

《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朝鲜
此次进行“非常重大的试验”，可能是在警示
美国，表明正考虑是否要重回进行中远程导
弹试射的道路，以此迫使美国作出更大让步。

王俊生认为，不管朝美互喊“狠话”还
是互相施压，朝美对话的动力还在。朝鲜
要发展经济、解除外部制裁，必须与美国
对话；美国如能促进和平实现半岛无核
化，不仅给特朗普政府大大“加分”，也符
合美国国家利益。

另有分析认为，半岛局势存在急转直
下的可能。一是朝鲜在“最后期限”之前
耐心渐失；二是朝美分歧进一步加大；三
是美国目前看似处于“守势”，实则掌握主
动权，不会也不愿对朝方轻易妥协。

朝方指出，美方缺乏实质行动，一
再敦促美方尽早拿出全新方案。随着
年底期限临近，朝美关系面临巨大压
力，半岛局势趋于紧张。

美国缺乏意愿

在朝美关系上，美方缺乏改变现
状的意愿。分析人士预计，明年11月
美国总统选举以前，特朗普对朝政策
可能不会有重大变化。

首先，美国政界并未在朝核问题
上形成共识。朝美无核化谈判进入深
水区，取得实质进展需要美方在对朝
政策上采取重大改变，特别是放松对
朝制裁才有可能。在这一问题上，美
国政界分歧明显，保持现状更符合特
朗普选举利益。

其次，朝核问题并非美国政治议程
的优先事项。特朗普当前在国内面临
弹劾调查，外交上朝鲜事务排位也并不
靠前。美方不急于解决朝核问题。

再次，保持半岛局势适度紧张，有
利于特朗普政府继续打“朝鲜牌”。这
也是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做法。

双方均存变数

一段时间以来，朝美关系以领导人
会晤等形式取得象征意义上的改善，但
美国对朝政策没有实质转变，因而这种
改善具有较大脆弱性。明年美国总统
选举将是朝美关系发展的一大变量。

朝方希望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与
美方达成具有实质意义的协议，但朝
方提出的有关体制安全保障和解除制
裁的关切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双方分
歧始终未能弥合。

朝中社4日报道，朝鲜劳动党将在
12月下旬召开七届五中全会，商讨“重
大决定”。这将是朝鲜一年内召开的第
二次党中央全会，不同寻常。会议决议
将宣布的“重大决定”是否涉及朝美关
系，正引起各方密切关注。 据新华社

芬兰社会民主党8日晚提名桑娜·马
林出任政府总理，得到与社民党联合组
阁的其他4个政党认可。

马林现年34岁，预计最快10日就
职。届时她将成为芬兰最年轻总理、第
三名女总理，同时是全世界最年轻的政
府领导人之一。

不唯年龄

社民党当天晚上就新任总理人选表
决。马林获得32票，她的竞争对手安蒂·
林特曼获29票，马林胜出。

因一起邮政系统劳资纠纷，芬兰11
月以来罢工不断。与社民党联合组阁的
中间党对总理安蒂·林内失去信任。林
内本月3日辞去总理职务，政府随之集体
辞职，成为看守政府。

赢得党内提名后，马林对媒体说：
“我们要做大量工作来重建信任。”

马林在刚刚解散的政府内担任交通
与通讯部长。她1985年11月出生，27
岁成为家乡坦佩雷政坛新星，2015年当

选芬兰议员。她在社民党内是副党首，
曾在林内生病期间代理总理职务。

她不希望人们过于关注她的年龄。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年龄、性别，我
考虑的是我投身政治的那些原因和让我
们赢得选民信任的那些事情。”

马林的对手林特曼现年37岁，是议
会内的社民党党团领袖。

赢得认可

社民党4月赢得芬兰议会选举，成为
议会最大党。社民党、中间党和另外3个
小党，即绿色联盟、左翼联盟和瑞典族人
民党6月组成中左翼联合政府。

其余4个党8日晚都表示认可马林
担任总理，他们将留在社民党领导的执
政联盟内，继续为落实提振经济等施政
目标而努力。

新内阁职位分配的初步谈判已经开
始。中间党预计9日提名其内阁部长人
选。

马林说，共同的施政目标把上述政

党“粘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应该朝前
看”。

她当天晚些时候宣布社民党在新内
阁任职的人员调整。林内告诉芬兰广播
公司，他明年6月卸任社民党主席，将支
持马林担任主席。

接受挑战

马林就职后将成为芬兰最年轻总
理，也是全世界最年轻总理之一。乌克
兰总理阿列克谢·贡恰鲁克现年35岁。

林内担任总理仅6个月。因不满芬
兰邮政公司9月降低700名包裹分拣员
薪酬，芬兰邮政系统近万名员工11月罢
工半个多月，其他行业举行罢工以示支
持。林内在罢工潮中引咎辞职。

本月9日至11日，预计来自多个行
业、累计10万人将举行新一轮罢工。

芬兰人口大约550万。2016年芬兰
出台一项增加劳动者全年工作总时数的
规定，此后工会与企业主一直未能就工
作时长达成一致。 据新华社

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朝鲜如果继续
以敌对方式行事，“会失去太多，事实上会失去一切”。他
提醒，美朝领导人去年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
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不会希望与美国总统的特殊
关系就此作废”。

特朗普说：“朝鲜在金正恩领导下拥有巨大的经济潜
力，但必须遵守弃核承诺。”

商务部：预计全年外贸
仍将稳定在30万亿元规模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
9日说，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
出口稳中提质，发展态势好于
预期，预计全年外贸仍将稳定
在30万亿元规模。

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李兴乾介绍，1至11
月，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8.5
万亿元，同比增长2.4%。预计
全年外贸仍将稳定在30万亿
元规模。高技术、高质量、高附
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集成
电路、医疗器械出口增速高于
整体，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增
长20%。

李兴乾表示，我国外贸结
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更
趋合理均衡，对“一带一路”国
家进出口占比达到29.3%；商品
结构升级，机电产品出口占比
达到58.4%；企业主体活力进一
步增强，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达
到51.4%，成为我国出口的第
一主体。

关于明年外贸发展环境，
李兴乾说，从国际市场看，需求
增长乏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从国内看，中国外贸发
展基础稳固，韧劲十足，各类经
营主体活力充沛，有信心保持
外贸稳中提质。 据新华社

美军基地枪击调查
沙特王储致电特朗普

美国联邦调查局8日说，一名沙特
阿拉伯空军学员两天前在美国一座海
军航空站枪杀数人，初步调查显示他

“独自行动”。美方暂时假定此案关联
恐怖主义，追查他的行凶动机。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
日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打电话，
向枪案遇害者表示哀悼，承诺配合美方
调查。

美方调查显示，枪案凶手是沙特在
美受训学员、空军少尉穆罕默德·赛义
德·沙姆拉尼，现年21岁。沙姆拉尼是
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军航空站
数百名国际学员之一，6日上午在教室
里开枪，致使3人死亡、8人受伤，他本
人最终被一名警官开枪击毙。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暂时假定此案
关联恐怖主义，以便调查人员在办案时

“可以运用特殊手段”，从而提升破案效
率。 据新华社

国家管网公司列入
国资委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名单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
有限公司9日在京正式成立，标
志着深化油气体制改革迈出关
键一步。

国务院国资委网站9日发
布公告说，经国务院批准，新组
建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
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
出资人职责，列入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企业名单。 综合新华社

新西兰火山喷发
已确认1人死亡

新西兰一座火山9日突然喷发，多
名游客伤亡或失踪。按照新西兰总理
杰辛达·阿德恩的说法，“情况时刻在变
化”。截至当天下午已确认1人死亡，
预期伤亡人数还将上升。

位于新西兰北岛丰盛湾以北约50
公里的怀特岛9日下午突然喷发。官
方最初估计，大约100名游客身处这座
火山岛，其中数十人受伤或失踪。

怀特岛是一处著名旅游景点，岛上
火山是新西兰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上次
喷发是在2016年。岛上没有常住居
民，常有游客和科研观测人员上岛，每
年游客大约1万人次。 据新华社

芬兰最年轻总理芬兰最年轻总理
将就任

·朝鲜成功实施“重大试验”，外界猜测可能是一种新型火箭发
动机或导弹发动机·特朗普就此发出警告：朝鲜如果执迷不悟，将面临“失去一
切”的风险

朝美关系陷入

继2018年6月新加坡首次会晤后，金正恩与特朗
普2019年2月在越南河内二度会晤，6月30日在朝韩
非军事区板门店第三次会面。

今年4月，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要求美方年底前
拿出符合双方利益的方案。

金正恩设定这个期限，被认为与联合国对朝制裁
时间表有关。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朝鲜
海外务工人员须在今年12月22日返回朝鲜境内，而
这将对朝鲜外汇收入产生很大影响。 据新华社

▶背景链接

何为朝美
“最后期限”

朝美关系僵局与未来

大势研判

朝鲜方面宣布成功实施一次“非常重
大的试验”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
日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不会希望与美
国总统的特殊关系就此作废”。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朝美领导人此前
实现会晤，但朝美分歧仍未消除。朝鲜半
岛局势渐趋紧张的背后，折射出朝美外交
博弈难以实现突破的现实。

朝鲜承压未变

去年以来，朝鲜宣布暂停核试验与
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废弃北部核试验
场，并要求美方改变对朝敌视政策，采
取解除对朝制裁等措施。但美方迄今
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不接受朝鲜主张

的“行动对行动”原则，坚持“先无核化
后补偿”立场。对此，朝方多次表达不
满。

今年4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
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
表讲话，要求美方在今年年底前拿出符合
双方利益的方案。

10月初，朝美双方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的工作磋商破裂。朝方要求美方在年
底前拿出新方案。

11月，美方宣布包括推迟美韩联合
空中训练、提议重启朝美领导人会晤等
措施，被认为是主动释放“善意”。但整
体上，美方并没有改变对朝“极限施压”
政策。

2019年6月30日，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板门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握手会面后，跨越军事分界线来到朝方一侧。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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