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油轮在红海遭导弹袭击
据新华社德黑兰10月11日电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11 日说， 该公司
一艘油轮在红海遭导弹袭击，发生爆
炸。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日
援引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消息称，

“SABITY” 号油轮事发时位于离沙

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约 97 公里的
红海海域，船体被多枚导弹击中后发
生爆炸，船体受损，船上装载的原油
发生泄漏。

报道说，油轮没有沉没，船体状态
稳定，所有船员安全，目前没有人员伤
亡。 事件原因仍在调查中。

迪亚斯-卡内尔
当选古巴国家主席

据新华社哈瓦那10月10日电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10 日宣布， 现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
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 - 卡内尔
当天当选古巴共和国主席。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
表大会 10 日召开特别会议。 经无
记名投票，迪亚斯 - 卡内尔当选古

巴国家主席。 迪亚斯 - 卡内尔出生
于 1960 年 4 月，2003 年进入古巴
共产党中央政治局，2009 年出任高
等教育部部长，2013 年当选古巴国
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 2018 年， 他正式接替劳
尔·卡斯特罗， 成为古巴国务委员会
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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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尼泊尔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深化战略沟通
拓展务实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1日电

10 月 11 日， 在对尼泊尔进行国事
访问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尼泊
尔《廓尔喀日报》、《新兴尼泊尔报》
和《坎蒂普尔日报》发表题为《将跨
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的
署名文章。

文章说，当前，尼泊尔政府和人
民正向着“繁荣尼泊尔、幸福尼泊尔
人”的美好愿景砥砺前行，中国政府
和人民也在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阔步前进。 中尼两国人民梦想
相通，命运相连。时代要求两国加强
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要深化战略沟通。 双方要从战
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擘画新时期中
尼关系蓝图，推动两国关系再攀新
高。 要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
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
续坚定相互支持。 要加强治国理政
和发展经验交流分享，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要拓展务实合作。 双方要积极
推进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建设。 中方支持中资企业赴尼泊尔
投资兴业，重点加强贸易投资、灾后
重建、能源、旅游四大领域合作。 欢
迎尼方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 促进尼泊尔特色优势产品对华
出口。 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泊尔灾
后重建， 为尼泊尔民生改善提供力所
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要扩大人文交流。 双方要促进教
育、青年、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
两国航空企业开通更多直航， 增加人
员往来规模 。 中方支持尼方主办

“2020 尼泊尔旅游年”活动，鼓励更多
中国公民赴尼泊尔旅游观光。 中方将
为尼泊尔优秀青年提供更多政府奖学
金，培养更多尼方建设需要的人才。欢
迎更多尼泊尔青年学生来华留学深
造。

要加强安全合作。 中方支持尼方
加强执法能力建设， 将同尼方开展执
法培训合作。双方要加强边防联系，更
有效打击跨境犯罪， 确保两国人员安
全和经贸往来顺利开展。 还要继续加
强两军互访、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
域务实合作。

证券、基金、期货公司
外资股比限制明年取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证监会 11 日
发布消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
取消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
限制；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取
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介绍， 今年 7 月，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发布《关于
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 将原
定于 2021 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
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 2020 年。

创办经济特区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979 年， 中共

中央作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 以创办经济特
区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迈出了重要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创办经济特区的设
想逐步形成。 1979 年 4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
开，广东省委负责人在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时，
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力， 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
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开办出口加工区。这
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邓小平在与
广东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表示：还是叫特区好，陕
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 可以给些政
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7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关于
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
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予更
多的自主权。 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
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
汕头、厦门设置特区。

1980 年 5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
《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出口特区”被正式改
名为“经济特区”。同年 8 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1984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15 日， 邓小平先
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对特区
建设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分别为三个经济
特区欣然挥笔题词。

经济特区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同时也为逐
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
的经验。

习近平向 2019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致贺信

引导 深度融合
新华社北京 10月 11日电 10 月

11 日，2019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对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
进程影响深远。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
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 中国正积极推进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希望与会代表深化交流合作，探讨
共享数字经济发展之道， 更好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
届数博会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将举行综合展览、智能雄安高峰
论坛、企业项目对接等活动。

10月11日，观众在数博会上体验

一款未来智能汽车。 （新华社发）

中国火星探测器
“真容”首次曝光

明年将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火星一号”

10 月 11 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在
微博公开了我国火星探测器真容（如图）。
2019 年 10 月 8 日， 央广网记者专访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
科学家叶培建时，他首先就透露了火星探测
器的名字，他表示：我国火星探测准备工作
已就绪，明年将会发射“火星一号”，并计划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2021 年)之前
降落在火星。

叶培建说：“明年就发射了，现在都已经
生产制造了，它不是拿东西回来，就是火星
探测。 实现这个工程是很大的创新，现在这
项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当中，各项工作都在
向前推进。 ”

叶培建介绍，2020 年左右我国将用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将火星探测器运送进入地
球同步轨道， 而后进行大约 7 个月的飞行
到达火星。 （科技日报官方微信）

数字经济
实体经济

美国“龙”飞船有望明年初首次载人试飞
新华社洛杉矶10月10日电 美国航天

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 10 日表示， 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有望于明年第一
季度首次载人试飞。

当天，布里登斯廷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
始人埃隆·马斯克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公司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 布里登斯廷告诉记者，
他与马斯克对于用“龙”飞船将美国宇航员从
美国本土送入太空这一目标有着重要共识，他
对“龙”飞船明年第一季度完成首次载人试飞

充满信心。
布里登斯廷同时表示， 载人试飞要以各项

前期测试都顺利通过为前提， 包括测试重新设
计的降落伞系统以及紧急中止系统。 载人试飞
计划不能承担任何不必要的风险， 确保宇航员
的安全和试飞任务的成功是重中之重。

今年 4 月，“龙” 飞船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接受地面测试时发生
爆炸， 原计划今年 7 月进行的首次载人飞行
被推迟。

英私企开发出可跳跃的小型月球机器人
新华社伦敦10月10日电 英国初创企

业“太空比特（SPACEBIT）”10 日宣布，该公
司设计了一款具有一定跳跃能力的小型月球
探测机器人，计划在 2021 年借助美国一家公
司的月球着陆器将其送往月球表面。

太空比特公司当天在伦敦举行的一个科

技活动上发布了这一消息。 据该公司介绍，这
款机器人重约 1.5 千克，由于体积小，它有望
进入月球一些管道状洞穴中进行探测。与许多
月球车使用轮子不同， 它通过 4 个机械足来
移动且具有一定跳跃能力， 有利于跨越障碍
物，这能让它在月球表面更加灵活地移动。

埃塞总理阿比
获诺贝尔和平奖

新华社奥斯陆10月11日

电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11 日宣
布，将 2019 年诺贝尔和平奖授
予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
德·阿里， 以表彰他在谋求和平
和国际合作方面所作努力，尤其
是在解决与厄立特里亚边境冲
突方面的决定性举措。

挪威诺委会主席贝丽特·
赖斯 - 安德森向国际媒体宣
读了一份声明 。 她说， 阿比
2018 年 4 月担任总理时就表
明了愿与厄立特里亚恢复和
谈， 他与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

亚斯密切合作， 迅速制定了达
成和平协议的一系列原则，以
结束两国之间常年“不和不战”
的僵局。

在埃塞俄比亚内部，阿比也
推行了重要的改革措施，为民众
改善生活带来希望。他解除紧急
状态， 开除涉嫌腐败的官员，提
升女性政治地位。 此外，阿比还
致力于地区和平进程。

赖斯 - 安德森说， 挪威诺
贝尔委员会希望，和平奖能够帮
助阿比继续促进和平与和解的
工作。

非洲最年轻领导人
结束与邻国 20年军事僵局

诺奖得主埃塞俄比亚总理
阿比年少从戎，而后在政坛崛
起，成为非洲国家最年轻领导
人，致力于解决与邻国冲突，结

束了 20年军事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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