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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内忧外患 加快合作步伐

欧盟签署
“永久结构性合作”协议
23个欧盟国家的外交和国防部长13日在欧盟外长理
事会期间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达成在防务领域的“永久
结构性合作”（PESCO）。 分析人士指出，PESCO协议的签
署标志着欧盟防务合作进入新阶段。 在英国“脱欧”、欧盟
一体化整体停滞、 美国大西洋政策生变等多重因素的作
用下，欧盟正在加快发展共同防务的步伐。 但总体看，欧
盟防务一体化依然任重道远。
开启欧洲防务新进程
PESCO是一个兼具包容性和约束性的框
架，欧盟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参与国共
同发展防务能力、 投资防务项目以及提高军
事实力，同时需履行定期增加国防预算、投入
一定比例的军事研发技术等承诺。
欧盟当天在新闻公报中强调，2007年签
署的《里斯本条约》为欧盟成员国深化防务合
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这意味着PESCO机制不
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在领导人层面，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是加强欧洲防务的坚定倡导者，
他鼓励有意愿的欧盟国家逐步建立共同的欧
洲防务。
28个欧盟成员国中，丹麦、葡萄牙、爱尔
兰、马耳他以及正在“脱欧”谈判的英国当天
没有签署协议。公报说，一些未签署协议的成
员国有可能在晚些时候加入。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表示， 建立永久性的防务合作框架开启了欧
洲防务合作新的一页， 已有一些成员国提交
了该框架下约50个合作项目。
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说，PESCO框架
下的项目将包括建立欧洲流动医院、 联合军
事后勤网络、 军官培训及特定军事任务的联
合训练中心等。
欧盟政策期刊《欧洲动态》评论认为，长
期以来，欧洲国家不断削减防务开支，欧盟缺
乏一个共同的防务战略， 并依赖北约解决所
有军事问题，PESCO可能成为欧盟数十年防
务政策的最大进步。

英美转向助推欧盟防务合作
一段时间以来， 欧盟就防务建设提出了
包括欧洲防务基金、永久结构性合作等概念。
总额达55亿欧元的欧洲防务基金将促进成员
国的防务研发和共同采购。在PESCO框架下，
多个成员国的防务合作项目将可以获得欧洲
防务基金的支持。 这些举措反映出欧盟从不
同层面加强防务合作、 努力改善应对冲突和
危机的能力。

更俗剧院
最新演出信息
11 月 24 日 19:30
12 月 01日 19:30
12 月 16 日 19:30
12 月 29 日 19:30

两伊边境地震死伤已逾7000人

舆论认为， 近期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取
得了较多成果与两大因素有关： 一是英国“脱
欧”，二是美国特朗普上台。
法国和德国倡导欧洲共同防务由来已久。
但英国一直是欧盟发展共同防务的最大反对
者，认为防卫是国家而非欧盟的责任。美国和英
国长期不鼓励欧盟在防务上的整合， 支持由北
约充当欧洲的安全保护伞。因此，英国“
脱欧”实
际上排除了妨碍欧盟加深防务合作的主要阻
力。 而特朗普政权对美国大西洋政策立场的调
整，也激发了欧盟加快“战略自主”与自身防务
建设的步伐。
不过， 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索菲
娅·贝施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参与，欧洲防务合
作将缺乏可信度。

防务目标不同制约合作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涉及国家主权和成员
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防务改革始终是欧洲一体
化的深水区， 目前达成的很多举措只是欧盟防
务一体化过程的初步进展。
北约仍是欧洲集体防御的基石， 欧洲脱离
美国和北约自主防务的前景还十分模糊。 欧盟
发展军事能力不等同于替代北约保卫欧洲免受
“
外部侵略”， 目前与北约更多是互补而非竞争
关系。
在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莫盖里尼指出，欧
洲防务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经费投入少， 而在于
各自为政。欧盟成员国将通过共同投入、研发和
合作产生规模经济效果， 修补欧洲与北美在跨
大西洋安全合作中的不平衡。
苏黎世大学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
尔·基奥恩认为， 欧盟各国之间的防务目标分
歧也将制约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 例如， 法国
支持在马里、 塞舌尔等国的欧盟军事存在； 意
大利将地中海地区视为地缘战略重点； 波兰的
首要任务则是应对俄罗斯。 虽然条约允许有意
愿和有能力的成员国在防务上更密切合作， 但
PESCO机制为欧盟安全增添的实际价值仍然有
待观察。
新华社记者周珺

肯尼思·布拉纳主演犯罪悬疑片
《东方快车谋杀案》
周渝民，薛凯琪主演爱情喜剧片
《天生不对》
张晋，余文乐主演动作片
《狂兽》
刘亦菲，埃米尔·赫斯基主演
《烽火芳菲》
高晓攀，尤宪超主演喜剧片
《兄弟，别闹！ 》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主演奇幻动作片《雷神 3：诸神黄昏》
江一燕，赵汉唐主演冒险片
《七十七天》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阿卡贝拉《跨越欧亚的爱情民谣》
斯洛伐克《恶魔与精灵》音乐会
中国东方歌舞团经典歌舞晚会《花开东方》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2018 年新年音乐会
售票热线：85512832 85159956 服务监督：85528668

体彩情报站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新华社德黑兰11月13日电 据伊朗
媒体13日报道， 伊拉克与伊朗边境地区12
日夜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在伊朗震区造成至
少445人死亡、逾7000人受伤。
当地媒体报道说，受灾最重的克尔曼沙
阿省官员在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话时表示，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报道还说， 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

12日夜里，人们正在睡觉。伊朗至少14个省份
受到地震波及。 截至目前，已发生超过190次
余震。震区夜晚气温已经很低，但数千民众不
得不在户外临时搭建的帐篷内或露天过夜，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此次
7.3级地震震中位于伊拉克北部哈莱卜杰西南
32公里处山区，靠近伊朗西部边境地区。 吉喆

土耳其开审阿塔图尔克机场恐袭案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1月13日电 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13日开始审理去
年6月该市阿塔图尔克机场发生的恐袭案。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 这些
人被指控“企图摧毁宪法秩序”“
谋杀”“加
入武装恐怖组织”以及
“成立并经营恐怖组
织”等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分别面
临3000多年监禁。

报道说，除土耳其人外，嫌犯还有俄罗斯
人、突尼斯人、埃及人、阿尔及利亚人和叙利
亚人，其中4人仍然在逃。
去年6月28日， 阿塔图尔克机场遭到3名
自杀式袭击者袭击， 造成包括外国人在内的
45人丧生。 尽管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该
起袭击事件， 但土耳其政府认定袭击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所为。
易爱军

英国将尽快达成
“脱欧”过渡期协议
新华社伦敦11月13日电 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13日在会见商业团体代表时重
申，英国仍将寻求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关系，
“
脱欧”过渡期协议。
并承诺将尽快达成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 在当天的会议
上，以英国工业联合会、欧洲商业联合会等
为代表的商业团体强调了过渡期协议的重
要性，认为这一协议将帮助英国在“脱欧”
后暂时保持现状，维护企业经营稳定。
英国工业联合会负责人卡罗琳·费尔
贝恩表示， 达成保留当前贸易协议框架的

过渡期协议是当前英国“
脱欧”谈判的首要任
务。调查显示，许多公司已启动“
脱欧”应急计
划，且这一步伐正在加快。
欧洲商业联合会会长埃玛·马尔切加利
亚表示， 业界对于目前谈判进展缓慢十分担
忧。 企业希望英国和欧盟尽快达成过渡期协
议，使英国“脱欧”后能暂时留在关税同盟和
单一市场。
欧盟和英国第六轮“
脱欧”谈判10日在布
鲁塞尔欧盟总部落下帷幕， 本轮谈判未就核
心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温希强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
被勒令登记为
“外国代理人”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莫斯科、 华盛顿记者报道：“
今日俄罗
斯” 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13日说，“今日
俄罗斯” 电视台美国频道已在当地登记为
“外国代理人”。
“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文频道当天援
引西蒙尼扬的话报道说， 在刑事诉讼和登
记为“外国代理人”之间，“今日俄罗斯”选
择了后者。
“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已运营数
年。此前，美方曾指责俄罗斯官方媒体涉嫌
干扰去年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今年1月解
密的一份美国情报部门评估中指出，“
今日
俄罗斯” 电视台及其网站持续开展反美宣

福彩直通车

传，并曾污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等。
美国司法部9月要求“今日俄罗斯”美国
频道登记为“
外国代理人”。 按照美国相关法
律，
“
外国代理人” 代表外国政府等实体在美
国从事与政治相关活动。“外国代理人”需要
定期向美方报告与外国委托人的关系及在美
国的活动和财务收支等情况。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表示， 俄罗斯媒体
在美国的遭遇， 毫无疑问是美国对言论自由
的“
攻击”。
据报道，目前美国国内共有超过400个实
体被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是唯一一家作为单一媒体机构被勒令
登记的。
安晓萌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9 亿元大派奖火热进行中
体彩大乐透开出 53 注二等奖 双色球
为进一步回馈广大彩民对双色球的喜爱和支持，中福彩中心决定将于

奖池升至 43.63 亿元

11 月 13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133 期开奖， 头 奖 空 开 ， 二 等 奖 开
出 53 注，其中 11 注采用追加投注。 本期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小幅上
升，达到 43.63 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奖号码为“15、17、19、32、33”，后区号码
“01、03”。
本期，二等奖开出 53 注，每注奖金 19.9 万余元；其中 11 注采用追
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11.9 万余元。 三等奖开出 469 注， 每注奖金
8189 元；其中 159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913 元。
本期开奖后，奖池金额小幅回升，将有 43.63 亿元的奖池金额滚入
11 月 15 日(本周三)第 17134 期开奖。
申请体彩站点详见南通体彩网（www.nttc.net.cn）
“建站信息公开”专栏

2017 年 11 月 5 日开启 9 亿元大派奖活动。 活动始于双色球第 2017130
期（11 月 2 日开奖结束后起售，11 月 5 日开奖），连续派奖 20 期，大奖小奖
一起派，复式投注均可参与。
头奖更高，末奖翻倍。 本次派奖资金 4 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每期安排
2000 万元设立一等奖特别奖， 由当期采用复式投注的一等奖按中奖注数
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 万元，也就是说单注一等奖奖金最高可
达 1500 万元；5 亿元用于六等奖派奖，每期对当期采用复式投注的所有六
等奖按每注 5 元派送固定奖金， 若六等奖派奖总奖金达到或超过 5 亿元，
将从下一期起停止六等奖派奖活动。
截至 2017 年 10 月中旬，双色球累计销售超过 5100 亿元，筹集公益
金超过 1800 亿元，亿元以上大奖中得者 26 人，中国彩票市场前 10 大奖中
有 8 个属于双色球。
彩票史上金额最大、范围最广的派奖活动即将启动，“彩市航母”双色
球携 9 亿元大派奖，给 2017 年的中国彩市添上浓墨重彩，为彩民朋友们带
来一场岁末盛宴。

福彩双色球

2 元可中 1000 万

体彩开奖
11 月 14 日 21 ：38
七位数第17178期
5、2、6、6、5、9、9
排列5第17311期
9、0、0、6、9

福彩开奖
11 月 14 日 21 ：48
双色球第2017134期
红球：4、5、11、14、28、32
蓝球：4
乐透型15选5第2017311期
2、3、4、7、14
3D第2017311期 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