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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冲刺默克尔接班人之战
新华社柏林 12 月 5 日电（记者张远 任珂）德
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
将于 7 日至 8 日在汉堡举行全国党代会。此次会
议将选举出新的党主席，接替已担任这一职务 18
年之久的默克尔。
分析人士指出，基民盟是德国联邦议院第一
大党，新的党主席有较大概率成为德国未来总
理，因此会议不仅对基民盟至关重要，还将在较
大程度上影响德国政坛格局。

多国联合抓捕黑手党近 90 人落网

三大候选人
基民盟自 11 月中旬以来已陆续举行多场地
方会议，多位党主席候选人进行了自我推介。目
前看，基民盟秘书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
尔、联盟党前议会党团主席弗雷德里希·默茨和
卫生部长延斯·施潘是呼声最高的三名候选人。
克兰普-卡伦鲍尔被舆论视为亲默克尔势力
的代表，有“小默克尔”之称。她曾担任德国西南
部萨尔州议员、州部长及州长，从履历上看属于
“地方实力派”
。
今年 2 月，克兰普-卡伦鲍尔辞去州长职务，
出任基民盟秘书长。此间舆论认为，她放弃实权
职位，似乎是有意在默克尔身边接受栽培。
默茨曾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德国联邦议院议
员。基民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合称联
盟党。2000 年，默茨出任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主
席，但两年后被默克尔取代。2002 年，默克尔试
图竞选总理，因遭默茨反对而未能如愿。
默茨后来一度退出政界，在多家企业任职，
与商界联系紧密，因此被视为
“亲商派”
。
另一位候选人是卫生部长施潘。年仅 38 岁
的他从政经验丰富，22 岁就当选联邦议院议员，
曾担任财政部国务秘书。施潘乐于与媒体对话，
在社交网站上比较活跃，在党内属于
“新锐派”
。

各有主张
分析人士认为，克兰普-卡伦鲍尔的主张或
可称作“修补路线”。如果她当选党主席将在较
大程度上维持默克尔时代“中间、包容”的思路，
包括延续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支持最低工资标准
法案以保护工人福利等。外交政策方面，她支持
多边主义，愿意加强欧盟团结。
与此同时，克兰普-卡伦鲍尔也表示将调整
完善一些政策。例如，她支持默克尔的难民政
策，但强调今后应当对没有身份证件的难民严格
审查，呼吁对没有家属陪护的未成年难民进行年
龄查验。
克兰普-卡伦鲍尔的支持者多为基民盟党内
的“建制派”，包括党内高层和不希望基民盟政策
变动过大的党员。
对比克兰普-卡伦鲍尔，默茨选择的是“变革
路线”。他主张收紧难民政策，认为政府应坚决
遣返不符合条件的难民，甚至暗示应修改德国
《基本法》中的避难权条款。默茨不满默克尔在
参与欧盟事务方面“量力而行”的做法，认为德国
应该更积极地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欧盟
改革方案，保障欧盟团结，同时维护好跨大西洋
关系。
默茨获得企业界和党内富裕阶层人士的青
睐，基民盟元老、现任德国联邦议院主席沃尔夫
冈·朔伊布勒也曾表态支持默茨。
而施潘则被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称为“反默克
尔的党内民粹主义者”。在此前举行的一些基民
盟地方会议上，施潘激烈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
策。他的支持者大多是对默克尔政策不满的党
内基层和保守派人士。

影响很大
从德国民调机构迪麦颇近期发布的民调结
果看，克兰普-卡伦鲍尔在基民盟支持者中的支
持率为 46%，默茨和施潘支持率分别为 31%和
12%。
德国舆论普遍认为，如果克兰普-卡伦鲍尔
当选，身为总理的默克尔将在党内得到较大程
度的支撑，这将为她有序淡出政坛打下基础。
而默茨和施潘虽然均表态将与默克尔合作，但
考虑到他们与默克尔政策理念差异，如果他们
当选可能会加深党内矛盾，使默克尔的施政难
度加大。
另外，无论谁当选基民盟新主席，都需要
处理好与另外两个执政盟友基社盟和社会民主
党 （社民党） 的关系。德国今年 3 月组成大联
合政府后，执政联盟内部频现龃龉，支持率持
续下滑，近期更接连遭遇州选举失利打击。基
社盟和社民党都高度关注基民盟的领导层改
选，有可能据此重新审视与基民盟的合作前
景。

12 月 4 日 ，在意大利巴勒莫
在意大利巴勒莫，
，警方逮捕
一名西西里岛黑手党头目。 新华社
一名西西里岛黑手党头目。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电 德国政府人士 5 日说，欢
迎西班牙作为全面合作伙伴，加入法国与
德国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
路透社援引德方消息人士报道，法德
西“现在的意向”是在 2019 年巴黎航空展
期间“签署三国谅解备忘
录”。巴黎航空展将于明
年 6 月举行。
知情人士披露，法德原计划邀请西班
牙作战机研发项目的观察员，但与西班牙
官员深入讨论后，决定让西班牙正式“入
伙”
。
西班牙国防大臣玛丽亚·玛加丽塔·
罗夫莱斯·费尔南德斯本周正式要求以全
面合作伙伴身份加入项目。这意味着西

班牙将为项目注资。
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对西班牙有意加
入表示欢迎，说三国理应合作，为战机项
目奠定坚实基础。西班牙先前与英国、德
国和意大利合作设计欧洲“台风”多用途

据新华社电 欧洲国家意大利、荷兰、德国、
比利时和南美国家苏里南 5 日采取跨国联合行
动，
抓捕近 90 名黑手党嫌疑人。
荷兰检察官弗雷德·韦斯特贝克在海牙举
行的记者会上说，上述国家执法人员当天在多
地发起突击行动，抓捕近 90 人，查获 140 公斤
摇头丸、3 至 4 吨可卡因和大约 200 万欧元现
金。
韦斯特贝克说，行动针对意大利最大的黑
手党之一“光荣会”，上述国家 2016 年在欧洲联
盟检察局和欧盟刑警组织协助下着手相关调
查。
“光荣会”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创建，
黑帮势力逐渐延伸到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全球，
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有关联。
韦斯特贝克说，
“光荣会”在欧洲多国控制
不少餐馆和冰淇淋店，把这些场所当作洗钱和
贩毒渠道。
德新社报道，其中 14 名嫌疑人在德国西部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和南部巴伐利亚州被
捕。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定于 5 日晚些时候召
开发布会，进一步说明相关情况。

统将包括第六代战机和无人机等武器装
备。
按照先前发布的概念图，新战机是配
备双发动机、采用双垂直尾翼的双座战
机。而达索公司发布的视频显示它有着
无尾三角翼气动布局。
欧洲主要国家现役五
代机基本使用“美系”，一些
国家仍装备四代或四代半战机。
正处于退出欧洲联盟过程中的英国
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将独立研发第六代战
机“暴风”。不过，欧洲军方和防务企业人
士认为，欧洲两大战机项目最终可能合
并，
以提高竞争力、节约成本。

西班牙加入法德第六代战机研发
战机。法国国防部暂未回应。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德
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2017 年 7 月宣布
将联合研发战机。两国上个月说，预期
明年初与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达索飞机
制造公司签署前期合同，推动名为“未
来空中作战系统”的项目研发。这一系

莫斯科机场将以伟人名字重新命名
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6 日电（记者
马晓成）据俄罗斯媒体 6 日报道，莫斯
科两大主要机场谢列梅捷沃机场和多
莫杰多沃机场将分别以俄罗斯诗人亚
历山大·普希金和科学家米哈伊尔·罗
蒙诺索夫的名字命名。
据报道，协调政府机构与民间社
团关系的俄罗斯社会院今年 10 月组
织“俄罗斯伟人”评选，计划用俄罗斯
伟人的名字对全国范围内的 47 座机
场重新命名，以强化民众对历史的了
解。

官方投票网站的数据显示，超过
4 万人投票支持普希金，超过 18.8 万
人投票支持罗蒙诺索夫。根据这一结
果，谢列梅捷沃机场和多莫杰多沃机
场将分别用普希金和罗蒙诺索夫的名
字命名。
多莫杰多沃机场经理伊戈尔·鲍
里索夫说，多莫杰多沃机场很荣幸能
让罗蒙诺索夫的名字留在成千上万俄
罗斯和外国旅客的记忆中，正式更名
将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批准后执
行。

谷歌员工“乌龙指”致千万美元损失
美国谷歌公司一名员工在培训期
的 话 报 道 ，这 一 错 误 的 潜 在 损 失 为
间犯“乌龙指”错误，估计造成 1000 万
1000 万美元。
美元损失。
谷歌说：
“一次广告人练习引发的
英国《金融时报》5 日报道，那名
错误，在出版方网页发生实际费用，持
员工美国西部时间 4 日晚在培训练习
续大约 45 分钟。一经发现，我们迅速
时按键错误，把“广告订单”传送至数
行动，撤下广告。”
量巨大的网页和客户端。
谷歌说，正设法采取防范措施，确
随后，与这份订单关联的“广告” 保这类错误不再发生。
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许多网页和
《金融时报》报道，这起“乌龙指”
客户端，
持续大约 45 分钟。
事件对谷歌构成打击。谷歌在在线广
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告自动化投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
上述错误发生时，一组接受培训的谷
广告市场率先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歌广告业务人员正在学习使用一套电
屋漏偏逢连夜雨。11 月 27 日，7
子系统，其中一人“抢先一步”，当真提
个欧洲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向所
交广告“购买”订单。随后 45 分钟内， 在国数据保护监管机构投诉谷歌，指
谷歌没有人发现这一错误。
认这家互联网巨头违反欧洲联盟用户
那名员工不仅“下单”发布广告， 隐私保护法，追踪数以百万计用户的
下单价格还是正常市场价大约 10 倍。 网络痕迹。
谷歌 5 日承认上述错误，愿意为
谷歌先前在美国受到起诉，涉嫌
这份订单所涉全部广告向网站和客户 “罔顾用户隐私保护设置，追踪手机用
端付费，但没有说明这桩“祸事”有多
户”。
大。
《金融时报》援引一名广告业人士
新华社特稿

9 岁男孩终结
岁男孩终结小镇
小镇

百年禁打雪仗史
据新华社电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 9 岁
男孩 3 日晚成功说服镇上官员，撤销长达
近 100 年的禁打雪仗规定。
这名男孩名为戴恩·贝斯特，住在塞弗
伦斯镇，3 日晚在镇议会用 3 分钟时间陈述
自己观点。
“我认为这部法律过时了，”贝斯特一
开始就说，“我希望能够扔雪球却不会惹来
麻烦。”
议员们抛给他的问题一点也不客气，
例如“我们能否把条例修改成‘要是你年
过 60 岁 ， 谁 也 不 许 朝 你 身 上 扔 雪 球 ’？”
“如果我们确实允许打雪仗，你跟同学们提
到如何注意安全了吗？”
《格里利论坛报》 报道，贝斯特为这次
答辩准备了一个月，轻松应对这些问题。
他说，镇上的孩子们“希望有机会像世界
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们一样打雪仗。这部法
律设立于许多年前。如今孩子们需要一个
理由出去玩”
。
答辩现场来了不少孩子及其家长。镇
议会当晚撤销禁令，孩子们欢呼雀跃。贝
斯特和 4 岁的弟弟扔出小镇近百年历史上
第一批合法的雪球。镇长唐·麦克劳德也拿
起两个雪球。
镇 行 政 长 官 助 理 凯 尔·里 特 凯 尔 克
说，小镇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当时立法
规定，禁止民众朝人、动物、建筑物、
树木、车辆以及任何其他公共或私人财
产处投掷石块或其他投掷物，包括雪
球。小镇官员们知道孩子们不满这项规
定，近年鼓励孩子们站出来反对，让他
们“知道自己有能力改变法律”，而贝斯
特是第一人。
贝斯特的母亲说，儿子大约一个半
月前得知在塞弗伦斯镇扔雪球不合法，
后来联合同学们写信，呼吁推翻这一禁
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