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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布加勒斯特 11月 2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25日下午在布
加勒斯特分别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塞
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并共同会见记者。

在会见欧尔班时，李克强说，中匈传统
友谊深厚，双边关系前景广阔。两国与中东
欧其他国家在铁路建设领域的合作取得新
进展，成为新的里程碑。中方愿同匈方落实
好合作项目，同时深入推进农业、清洁能源、
金融、人文等方面合作，中方拥有先进的核
电技术和雄厚的建设实力，愿与匈方积极探
讨合作，不断丰富双边关系内涵，造福两国
人民。

在会见达契奇时，李克强说，中塞是全
天候的好朋友、好伙伴。当前，中塞关系进

入发展的新阶段。中方愿与塞方及有关各
方一道，落实好铁路等领域合作项目，带动
中东欧地区铁路建设。中方鼓励本国企业
投资塞农业和电力产业，促进两国贸易快
速、平衡发展，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全面深
入发展。

会见后，李克强与欧尔班、达契奇共同
会见了记者。三国总理共同宣布，合作建设
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的匈塞铁路，并
成立联合工作组落实推进工作。李克强表
示，匈塞铁路是中国－中东欧合作中的标志
性项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铁路建设发展迅
速，具有成熟的装备、技术和施工经验，性价
比优势明显。中东欧国家有市场需求，双方
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装备走出国

门，特别是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既
可帮助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也有利
于消化中国过剩产能，提高装备的质量和服
务水平，将造福双边、多方，不仅有利于中欧
合作，也有利于世界。

欧尔班和达契奇表示，匈塞铁路使用中
国技术，体现了互利共赢，相信该项目将成
功落实，并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两国将与中
方共同做好落实工作，力争早日取得实质成
果，推动中东欧－中国合作迈上更高水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5日下午在与罗马
尼亚总理蓬塔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李克
强介绍了中罗总理会谈成果。李克强表示，
当前中罗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良
好。着眼未来，中罗关系要在三个层面取得

新发展。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将中罗
传统友谊转化为深化务实合作的新动力。
二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罗经济互补性
强，要发挥中国装备的优势，加强中罗铁路、
电力等领域合作。三是推动中国－中东欧、
中欧关系发展。中罗合作是中国－中东欧、
中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发挥示
范作用。

蓬塔表示，罗方愿与中方扩大友好交
往与互利合作，愿积极考虑采用中方技术
建设罗马尼亚高铁。罗马尼亚愿成为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和欧盟内的真诚合作伙伴，
发挥罗中成功合作的示范作用，推动中东
欧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以及欧中关系取得更
多成果。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5日电
美国航天局 25 日说，因电路问题
停工约一周后，“好奇”号火星车已
经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本月 17 日，地面任务团队发
现“好奇”号的电压不稳定，他们怀
疑存在短路问题，因此决定让这辆
火星车休息几天。排查发现，一个
叫多任务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
机的设备可能出现了内部短路。

美 国 航 天 局 当 天 发 表 声 明
说，这个设备采用弹性设计，其内
部短路并不会影响整个火星车的
安全或健康，因此于 11月 23日决

定让“好奇”号复工。当天，任务
团队指挥“好奇”号操纵机械臂，
把半年前采集、保存的部分粉末
状岩石样本送入“好奇”号体内的
一个实验室。

这不是“好奇”号第一次出现
小故障。11 月初，这辆火星车意
外出现计算机重启问题而进入“安
全模式”。今年 2月和 3月，“好奇”
号也曾分别因计算机闪存崩溃及
删除正在使用的文件导致错误而
进入“安全模式”。

“好奇”号 2012 年 8 月在火星
着陆，任务期为两年。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25日
电 美 国 食 品 和 药 物 管 理 局 25
日要求硅谷一家名为“23与我”的
公司停止向消费者提供个人 DNA

（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服务，因为
这些服务尚未获得监管机构的批
准。

美国药管局当天公布了发给
“23与我”公司的警告信。警告信
说，该公司的“唾液采集仪与个人
基因组服务”声称可提供针对 254
种疾病与症状的报告，包括健康风
险、药物反应等，从而帮助使用者
预防糖尿病、心脏病与乳腺癌等疾

病。该服务的大多数用途表明它
属于一种医疗设备，因此在上市前
应该获得药管局的批准。

美国药管局说，“唾液采集仪
与个人基因组服务”的一些用途

“尤其让人担忧”，比如，它所评估
的乳腺癌相关基因风险与药物反
应可能会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的
结果，从而导致不必要的预防性
手术或忽视可能确实存在的风险
等。

“23与我”由谷歌公司创始人之
一布林的妻子安妮·武伊齐茨基等
人，在谷歌的支持下于2006年创建。

据新华社英国格拉斯哥11月
26日电 英国苏格兰政府 26 日在
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公布
独立白皮书，阐述独立派赢得明年
将要举行的独立公投后苏格兰的
独立路线图和增加就业、促进经济
增长及长期经济安全的政策主张。

独立白皮书提出，一旦独立派
赢得 2014年 9月 18日举行的独立
公投，苏格兰将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独立。

据最新民意测验结果，38％的
人支持苏格兰独立，47％的人反对，

另有15％的人尚未决定如何投票。
2012年 10月 15日，英国首相

卡梅伦同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萨
蒙德在爱丁堡签署苏格兰独立公
投协议。经英国议会授权，苏格兰
议会有权举行 2014 年独立公投，
英国中央政府和苏格兰政府都表
示将尊重公投结果。

苏格兰 1707年成为英国的一
部分。苏格兰地方议会于 1999年
成立，在地方政务、司法、卫生、教
育等方面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和行
政权。

围绕美国和阿富汗签署《双边安全协
议》的争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 25
日警告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拖延可能致使
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

卡尔扎伊当面告诉赖斯，他不会退却，
除非美国满足他提出的条件。

不放话
赖斯 25 日结束在阿富汗为期 3 天的访

问，离开前与卡尔扎伊在首都喀布尔会面。
美国白宫 25日一份声明说，赖斯告诉卡

尔扎伊，如果不立刻签署协议，美国只能着
手准备 2014年后的另一种可能，即没有美军
和北约军队驻留阿富汗，“赖斯强调……明

年选举后签署协议不可行。”
声明说，美方准备未来数日签署这份协

议，不过卡尔扎伊没有显现立即签署协议的
意愿。

依据联合国决议，明年年底 7.5万名北约
士兵多数将撤离阿富汗。新的协议将为美军
及其盟国继续驻留提供法律基础。

阿富汗大支尔格会议，即大国民会议
24日通过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
前，卡尔扎伊明确他本人不会签字，签署协
议这一程序应交由明年 4 月选出的下一任
总统完成。一些西方媒体解读，他有意与
美国保持距离，避免成为“出卖国家利益”
的替罪羊。

要传话
阿富汗总统办公室说，卡尔扎伊提出的

要求包括：“外国军队不许在居民区开展军
事行动、怀有诚意地启动（与塔利班的）和平
进程、举行透明的选举。”卡尔扎伊要求赖斯
把他的要求转达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真正具有“新意”的要求中，卡尔扎伊
提出美国应该释放关押在美军设在古巴关
塔那摩监狱的阿富汗囚犯。当前大约 20名
阿籍囚犯仍在那里关押。

撂狠话
“美国（士兵）只要再闯入阿富汗民宅

一次，就不会有任何协议，”卡尔扎伊上周
就美军屡次殃及平民的军事行动展现强硬
立场。

针对这一要求，奥巴马上周致信卡尔
扎伊，承诺除非涉及美国公民人身安全的

“特殊情况”，美军不会对阿富汗民宅发起
攻击。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定，卡尔扎伊拖延签
署协议有意争取美国让步，确立自己对下一
届总统选举后阿富汗政坛的影响力。

美国先前警告，拖延签署协议可能危及
几十亿美元对阿援助，奥巴马也没有最终决
定美军 2014年后是否继续驻留。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泰国国会 26日就一项针对泰国总理英拉的不
信任案进行辩论。与此同时，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连日来愈演愈烈，示威者誓言铲除“他信政权”，驱
赶英拉下台。泰国法院 26日批准对反政府集会领
导人素贴的逮捕令。

英拉 25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政府决定将目
前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的国内安全法扩大到全城。

成千上万的示威者 25日来到财政部、内政部、
警察总署以及电视台等地。一些政府部门因示威
游行无法正常办公，总理府、国会大厦内的大部分
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提前下班。部分示威者闯入财
政部预算局，占领大楼并切断供电系统，还有人进
入外交部大院，并决定彻夜集会。

泰国警方当天向法院提出逮捕素贴的请求，
法院随后批准了逮捕令。

据示威组织方称，组织者向每个加入集会的
民众发放标有序号的贴纸，至 24日晚已发放 44万
张。不过，泰安全部门统计的示威人数为 10 万
人。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已经是英拉政府上台以
来的最大规模反政府集会。

此轮集会源于为泰党今年 8 月开始推动的一
项特赦法案。这项法案如获通过，流亡海外的前
总理、英拉胞兄他信很有可能受益。反对党及反
政府组织对此表示无法接受，数次在曼谷街头发
起反特赦法案集会。

在反政府示威愈演愈烈之际，越来越多的“红
衫军”聚集到曼谷市郊一个体育场。“红衫军”领导人
之一乍都蓬 24日表示，“红衫军”已准备好保卫英拉
政府的安全。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局势与此前
数次“红衫军”和“黄衫军”的集会对抗如出一辙。随
着反政府示威不断向曼谷多个地区扩散，很容易导致
双方“擦枪走火”。（据新华社曼谷11月26日电）

李克强分别会见中东欧三国总理

匈塞铁路将是“中国智造”

“好奇”号火星车恢复正常

美国叫停违规DNA检测

苏格兰公布独立白皮书

民宅屡遭强入 安全协议难产

卡尔扎伊要美保证“不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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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聚集 保卫者将至

泰国“红”“黄”对峙或重现

11 月 25 日，大约有 1000 名示威者聚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政府机
构门外，想借此向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施压，推进乌克兰入盟进程。
部分示威者企图进入政府大楼，但被警方的催泪瓦斯驱赶。新华/法新

11月 26日，在位于泰国首都曼谷的泰国内政部附近，反政府组织举行抗议活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法国外长洛朗·
法比尤斯 25 日说，鉴于伊朗核问
题谈判达成初步协议，欧盟可能最
早于今年 12月份开始按协议放松
对伊朗的制裁。

法比尤斯当天告诉欧洲第一
电台，欧洲国家将就放松对伊朗制
裁一事展开磋商并达成决定，“预
期将在几个星期内完成”。这意味
着，欧盟最早将于年内开始解除对
伊朗的部分制裁。

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 24日凌
晨在瑞士日内瓦就解决伊朗核问
题第一阶段措施达成协议，伊朗同

意暂停部分核项目换取西方解除
部分制裁，以便双方在今后 6个月
内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实施不同
的制裁措施。美国国务卿约翰·克
里 2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
承诺说，在接下来 6 个月时间内，
如果伊朗暂停部分浓缩铀活动，美
国将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克里也强调，对伊朗放松制裁
的方式将是“有限和可逆转的”，对
伊朗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等绝大
部分措施在未来 6 个月内仍将继
续。

欧盟或年内放松对伊朗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