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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11 月 28 日电 连续五年在全球超级计
算机竞赛中落败于中国和美国后，日本近日宣布将在2017
年年底前制造全球最快、效率最高的超级计算机。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将投资约 1.73
亿美元，制造一部运算速度为每秒 13 亿亿次的超级计算
机，对新项目的招标将于12月8日结束。

这一新超算平台被命名为“人工智能桥接云基础设施”
（英文简称ABCI），以推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研
发，并为创业公司、大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运算处理能力支
持。

研究人员称，ABCI 辅助的研究还将推动日本无人驾
驶、医疗应用、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日本企业可以付费使用
最新的超级计算机。未来，ABCI 还可帮助研究者研发提
升个人电脑处理能力的方法。

据悉，ABCI 将和日本现有的超级计算机一样被安放
在东京大学柏校区，很有可能运行Linux操作系统。

在 本 月 公 布 的 新 一 期 全 球 超 级 计 算 机 500 强
（TOP500）榜单中，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以每秒 9.3 亿
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位列榜首，“天河二号”排名第二；第
三、第四分别是美国的“泰坦”和“红杉”。

与此同时，中国、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也都在发展 E 级
超算，即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计算的下一代高性能计算
机。中国共布局了三个 E 级计算机原型系统项目，分别由
曙光、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国防科技大学牵头。曙光于
本月表示“曙光E级高性能计算机原型系统”目前已经进入
研制阶段。

运算速度为每秒13亿亿次

日本计划打造
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
平2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候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祝贺古特雷斯出任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强调中
国将坚定支持古特雷斯履行好秘书长工作职责。习近平指
出，作为最具普遍性、权威性、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
合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作用不可代替。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70多年来，世界实现了总体和平、持续发展的态势，
联合国对此功不可没。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各国对
联合国的期待上升，赞成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国应
当旗帜鲜明地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积极有为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共同发展，特别是要落实
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照顾发
展中国家利益，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办事。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继续参与和支持联合国各领域合
作，做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多边主义的坚定践行者，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
者。要充分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通过高级别交流，带
动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不断跃上新台阶，要推动我2015年
宣布的中国支持联合国事业的各项举措开花结果。

古特雷斯感谢中方愿对其履行联合国秘书长职责给予
宝贵支持。他表示，当今世界，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事业和
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 70 周
年系列峰会期间指出中国将全力支持联合国工作，并提出
了一系列坚定支持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举措，令
人鼓舞。

习近平会见
候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法国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
27 日晚在以共和党为首的法国
中右翼阵营初选第二轮投票中以
较大优势胜出，意味着明年法国
总统选举的右翼候选人之争尘埃
落定。目前距离明年 4 月开始的
总统选举已不足半年，以执政党
社会党为首的左翼阵营初选形势
依然微妙，同属这一阵营的法国
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总理曼
努埃尔·瓦尔斯究竟谁能代表左
翼参选悬念重重。

右翼初选爆冷
在长达数月的中右翼阵营初

选选战中，无论是媒体预测还是民
意调查，最被看好的始终是法国前
总理阿兰·朱佩和前总统尼古拉·萨
科齐。直到首轮投票前10天左右，
菲永的民意支持率才直线飙升。

首轮投票中，菲永以约 44％
的得票率大胜，萨科齐被淘汰出
局。27 日的第二轮投票中，菲永

的得票率更是高达 66％以上。
因为得票率差距很大，朱佩未等
计票结束便公开承认失败。

分析人士认为，菲永成功“逆
袭”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赢在
诚恳。法国民调机构Elabe的调
查显示，55％的选民认为菲永更
诚恳，54％的选民认为菲永真心
想改变法国现状，而认为朱佩更
诚恳和真心想改变法国的选民分
别只有35％和36％。

第二，赢在主张。Elabe 调
查显示，中右翼选民中有 76％认
可菲永的主张。菲永的主张主要
包括：内政方面，经济上大力削减
财政支出、延长劳动时间，安全上
加强部门协调、加强反恐力度；外
交方面，主张重建更有效率的欧
洲，加强保护法国的经济利益等。

第三，赢在形象。法国参议
院共和党党团代表布鲁诺·勒泰
洛指出，菲永在电视辩论中充分
展现了集萨科齐的果断和朱佩的

稳重于一身的形象，这使得喜欢他
的人越来越多。

菲永赢得初选后的影响尚有待
观察。中右翼阵营中的重要中间党
派法国民主运动党主席弗朗索瓦·贝
鲁27日晚指出，菲永的竞选主张存
在诸多问题。贝鲁此前还曾说，如果
朱佩初选失败，自己将独立参选总
统。由此来看，不能排除法国民主运
动党退出中右翼阵营的可能。

左翼形势微妙
以执政党社会党为首的法国左

翼阵营定于明年 1 月举行初选。而
声誉日下的总统奥朗德目前尚未明
确是否参选。

奥朗德原本在党内掌控力较
强，然而今年10月法国《世界报》两
名记者出版的新书《总统不该这么
说》，曝光了奥朗德私下贬损一些政
界人物的案例，包括同为社会党党
员的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克洛德·巴
尔托洛内。这给他本就低迷的政治

声望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奥朗德会否参加

左翼阵营初选都成了疑问。与奥朗
德关系密切的参议员迪迪埃·纪尧
姆向媒体透露，奥朗德将于 12 月
10日宣布自己是否参加左翼初选。

相比之下，总理瓦尔斯在执政
党内呼声渐高。在 27 日出版的法
国《星期日周报》上，瓦尔斯公开表
示，自己已为参加2017年总统大选
做好准备。

“黑天鹅”几率不大
近期，法国多个民调结果显示，

玛丽娜·勒庞有望进入明年总统选
举第二轮。因此，舆论高度关注极
右翼上台执政这样的“黑天鹅”事件
是否会在法国上演。

如果菲永对阵玛丽娜·勒庞，他
胜算几何？在中右翼初选投票前，
民调始终是将朱佩与玛丽娜·勒庞
作比较，结果显示前者稳赢，但菲永
在初选中胜出则可能带来一定变

数。不过，调查机构哈里斯互动研
究所27日晚发布的最新民调预计，
大选第一轮菲永和玛丽娜·勒庞的
民意支持率分别为26％和24％。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来看，玛丽
娜·勒庞最终赢得法国总统选举的可
能性不大。一方面，从当前法国人心
所向以及竞选实力看，菲永的竞争力
毫不逊于玛丽娜·勒庞。另一方面，从
法国政治生态看，举足轻重的左右两
派对极右翼的上台都高度警惕，一旦
真正面临极右翼上台的威胁，两派很
可能会捐弃前嫌，携手阻击极右翼。

此次中右翼初选期间，即使在
共和党内被认为最具民粹主义色彩
的萨科齐也曾多次表示，假如玛丽
娜·勒庞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他决
不会把票投给后者。瓦尔斯日前也
大声疾呼，一定不要把极右翼政党
选上台。因此，玛丽娜·勒庞的选情
固然值得密切关注，但是其上台的
实际可能性不宜过分夸大。

新华社巴黎11月28日电

左翼阵营初选形势依然微妙

法国总统大选前哨战硝烟弥漫

新华社伦敦11月27日电（记者梁希之）英国国际发展
部 27 日宣布，为了纪念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英国政府
将向联合国基金和相关国际基金捐赠 575 万英镑（约合
4945 万元人民币），用以帮助部分最贫穷国家的妇女和女
童免遭暴力侵害。

国际发展部在声明中表示，英国将向“联合国消除对妇
女暴力行为信托基金”捐赠 275 万英镑（约合 2365 万元人
民币），用于应对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让更多女性得到法
律援助和医疗保障的权利。

此外，英国还将向一个国际基金捐赠300万英镑（约合
2580 万元人民币），并和部分国家的地方组织开展合作，解
决女性割礼、女童早婚和强迫婚姻等问题。

英国国际发展大臣普丽蒂·帕特尔在声明中说，针对女
性的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英国的这笔资
金将会用于保护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妇女和女童免受
伤害。

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和重视。
联合国统计显示，三分之一的女性在一生中会遭到暴力侵
害，而且许多暴力行为来自他们的亲人。

英国政府捐款

帮助贫穷国家女性
免遭暴力侵害

韩国媒体 28 日报道，青瓦
台消息人士透露，针对亲信“干
政”事件，韩国总统朴槿惠或在
本周发表第三次“对国民讲话”，
届时可能就此事再次道歉。

同日，韩国三大在野党各
自拟定弹劾朴槿惠的决议草案
初稿，并将于 29 日协商拟定一
份统一的弹劾决议草案终稿。

第三次“对国民讲话”？
韩国媒体 28 日援引青瓦

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随
着“闺蜜门”事件不断发酵，朴
槿惠可能准备第三次发表“对
国民讲话”，时间或定在本周。
届时，朴槿惠可能第三次向国
民致歉。

朴槿惠自“闺蜜门”事件曝
光以来一直保持低调。根据韩

国一些媒体的说法，在刚刚过
去的周末，韩国各地举行烛火
集会期间，朴槿惠在住所内没
有出门，听取助手们有关全国
抗议集会的报告。

同时，总统府秘书室室长
韩光玉和其他高级秘书还商讨
了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包括
发表第三次讲话并致歉。

“闺蜜门”事件曝光后，朴
槿惠曾分别于10月25日和11
月 4 日两次发表讲话，向民众
表示歉意。

第一次道歉时，朴槿惠力
图解释崔顺实收阅总统演讲稿
的情况，并表示在青瓦台秘书
班子组成后，她就停止向崔顺
实求助。向国民道歉的同时，
朴槿惠并未说明她停止向崔顺
实征询建议的具体时间，也未

提及崔顺实涉腐传闻。
第二次道歉时，朴槿惠重复

对自己与崔顺实关系的解释，继
续道歉，同时表明不愿自动下台
的立场。

在野党起草弹劾决议
韩联社 28 日报道，韩国三大

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国民之党和正
义党当天分别召开会议，各自拟定
针对朴槿惠的弹劾决议草案初
稿。这三大在野党将于29日协商
拟定统一的弹劾决议草案终稿。

若要在韩国国会通过弹劾决
议，所需法定人数为全部300个议
席中的三分之二。据韩联社估算，
眼下共有172名在野党和无党派
议员对弹劾总统持赞成态度，这意
味着还需要28名执政党议员的赞
成票才能推进弹劾事宜。

不过，即使弹劾案经国会审
议通过，最后还需要得到宪法法
院的裁决认可，才能正式生效，而
宪法法院的审理过程最长可达
180天。

针对弹劾一事，青瓦台发言
人郑然国28日说，弹劾是国会议
题，总统府不便发表评论。

韩国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结
果显示，朴槿惠的支持率从此前
三周的5％跌至4％，执政党新国
家党的支持率也跌至 12％，均创
下历史新低。

韩国龙仁大学政治学教授崔
昌烈（音译）说：“在支持率仅有
4％的情况下，任何一位总统都
无法工作。这一结果表明，总统
已经完全失去了执掌国政的权
力，虽然法律上她仍是总统。”

新华社专特稿

支持率跌至4％

朴槿惠本周或第三次向国民道歉

11 月 28 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一名男子展示一
张 2 元面值的债券货币。当日，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央行）
开始正式发行酝酿了半年之久的债券货币。津储银行表
示，债券货币包括面值为2元和5元的纸币以及面值为1元
的硬币，将与美元等价并共同在津国内流通。

新华社／法新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显示，计
算机认知训练可以帮助有轻度认知障
碍的人改善记忆力，防止他们患上老
年痴呆症。

通过综合分析先前超过 20 年的
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类似电
脑益智游戏的训练适用于老痴风险高
的人群，但对已经确诊为老痴症的人
不起作用。

研究牵头人阿米特·兰皮特说，这
种训练“能使认知能力退化风险很高
的人维持甚至提高认知能力，是一种
廉价和安全的疗法”。

研究报告发表于《美国精神病学
杂志》月刊。

接受计算机认知训练的人需要阅
读在电脑屏幕上显示的问题，并在电
脑上输入答案，过程类似玩电脑益智
游戏闯关，不过这些问题是专业人员
基于神经心理学原理，专门为提高认
知能力所设计。

据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研究显示：

电脑益智游戏
可防老年痴呆11月27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最大城市新奥尔良，人们为枪击事件遇难者守夜。美国路易斯安那州27日发生两起枪击事件，共造成3

人死亡、11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曼谷 11 月 28 日电（记者
李颖）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28日证
实，泰国苏梅岛27日发生一起旅游大
巴侧翻事故，导致车上14名中国游客
受伤，目前受伤游客均已被送往当地
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

宋卡总领馆工作人员向新华社记
者表示，据他们与苏梅岛警方核实，这
辆旅游大巴共载有 27 名中国游客和
两名泰国导游。事故发生后，宋卡总
领馆已请苏梅岛当地领保联络员前往
医院看望伤者。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这辆大
巴正载着中国游客从码头前往酒店。
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泰国苏梅岛大巴侧翻

致14名
中国游客受伤

我市油灯博物馆
开馆试运营

严防银行理财等表外风险

（上接A1版）记者在馆内看到，展品中
既有新石器时期的陶豆，也有包括西
王母十三头、十一头、九头油灯在内的
130 余盏汉代油灯，还有尤其难得一
见的辽代石刻油灯。

不同于一般性的展示收藏或收藏
陈列，油灯博物馆将在丰富收藏的基
础上，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以历史、民
族、类型、材质等专题为特色，系统地
呈现油灯发展的历史以及文化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

在后花博时代，在花博会主场馆
雅集园内，油灯博物馆将与刘海粟夏
伊乔艺术馆、陈履生美术馆、西太湖美
术馆和中国画学会常州西太湖写生创
作基地等艺术场所共同组成西太湖畔
艺术群落，成为西太湖畔一道亮丽的
艺术风景线。

另据了解，开馆试运营后，油灯博
物馆将充分听取各界专家和观众意
见，对展品和展陈进一步调整完善，并
将于明年5月18日正式开馆。

（陈荣春 王广维）

（上接 A1 版）董希淼表示，与
2011 年版指引相比，新指引最
重要的变化是，表外业务的分
类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者发现，旧指引只把表
外业务简单分为担保类和部分
承诺类，而新指引则将表外业
务分为担保承诺类、代理投融
资服务类、中介服务类、其他类
等。对近几年发展较快的理财
业务、债券承销、委托贷款等业
务更提出明确的分类和要求。

业内人士介绍，去年不少
银行理财资金流入股市，而今
年不少理财资金又流入房地产
市场，理财等“影子银行”正资

金脱实入虚，增加局部领域的
资产泡沫。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
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
报告》显示，截至 6 月底，全国
共有454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
存续的理财产品 68961 只；理
财 资 金 账 面 余 额 26.28 万 亿
元。其中，13.06％的银行理财
资金流向了房地产，规模约
2.09万亿元。

在 10 月下旬银监会召开
的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
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明确表
示，严控房地产金融业务风险，
严禁银行理财资金违规进入房

地产领域。此次新指引专门将理
财归为代理投融资服务类业务，
并提出相应的监管要求。

此次新指引还在风险管理方
面专门梳理出十五条要求，明确
限额管理、授权管理、计提拨备等
规则。

“尽管很多要求 2011 年的
那版没有提到，但并不是说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要求，而且正
规操作的银行也都会根据风险
设置额度和计提拨备。”一位股
份制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人士称，

“新指引还是延续了原有的监管
要求，一直正规操作的银行几乎
不会受到影响，而一直不太规

范、钻政策空子的机构可能需要
注意了。”

此外，新指引对于信息披露
单列一章，足以说明信息透明的
重要性，这也符合巴塞尔协议相
关信息披露的要求。

“信息透明是此次新指引提
出的五大原则之一。”董希淼表
示，此前，不少银行表外业务的信
息透明度不高，监管部门对很多
表外资产把握不到，有些银行甚
至自己也说不清楚，存在一定的
风险隐患，增加信息披露有助于
银监会实现“穿透式”监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专
电 记者 吴雨 李延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