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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9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 9 日表示，中方对
韩方做出扩大其防空识别区的决
定表示遗憾。中方愿本着平等和
相互尊重的原则与韩方保持沟通，
希望韩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韩国国防部 8 日发布
韩国防空识别区扩大方案，区域范
围延伸至苏岩礁上空。韩方已通
过国防和外交渠道向美、中、日等
国作了说明。中方对韩方决定作
何反应？对韩防空识别区覆盖苏
岩礁上空持何立场？

洪磊说，中方就划设东海防空
识别区事多次与韩方沟通，韩方也
就扩大其防空识别区向中方进行

过通报。中方对韩方做出扩大其
防空识别区的决定表示遗憾。中国
外交部和国防部已于第一时间分别
向韩方表明立场，要求韩方谨慎妥
善处理有关事宜。中方愿本着平等
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与韩方保持沟
通，希望韩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洪磊说，关于苏岩礁，我愿再
次强调，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而
是一方在其领空外的公共空域划
设的识别和预警范围，与海空管辖
权无关。苏岩礁是孤立的水下暗
礁，不是领土，中韩之间就此不存
在领土争议，这是中韩双方的共
识。苏岩礁位于中韩专属经济区
重叠海域，有关问题只能通过海域
划界谈判解决。

综合新华社电 对于日本防卫
大臣小野寺五典称国际社会应反
对中国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 12 月 9 日表示，任
何国家都不应对中国维护国家安
全说三道四。中方坚决反对有关
国家蓄意挑动地区对立的言行。

据报道，小野寺五典 7 日与菲
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举行会谈，双
方认为如果中国划设南海防空识
别区会造成地区紧张，并对此表示
关切。小野寺五典称，国际社会应
反对中国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坚
定不移，任何国家都不应说三道四，
同时，中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
展道路，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推动合作与发展的坚定力量。”洪磊
在当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
家罔顾他国安全，并蓄意挑动地区
对立的言行，这是影响地区和平稳
定的根源。

另据报道，日本驻华公使日前
称中国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并称
中方如果指责日本保密法案导致
军国主义，那么“中国已是军事主
义国家”。

洪磊对此表示，东海有关问题
的是非曲直是清楚的。日方人员
对中方的无端指责颠倒黑白，毫无
道理。

他说，由于历史原因，包括中
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
注日本发展走向是正常的。日方
有关人员混淆是非、借机攻击中国
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新加坡 12 月 9 日
电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9 日下令内
政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对 8 日晚外
籍工人骚乱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新加坡南部闹市区的印度族
群聚居区小印度 8 日晚发生一起
致命车祸，死者是一名 33 岁的印
度籍工人。这一事件后来演变为
骚乱，聚集在附近的大约 400 名南
亚裔外籍工人攻击来到现场的警
察等执法人员。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治
安最好的城市之一，这起事件也
是新加坡近 40 年来首起骚乱事
件。

警方出动约 300 人，约一个小
时后控制局面。事件导致 22 名警
察和 5 名协警受伤，伤者目前均已
出院。事件中有 16 辆警车被损
毁。

警方逮捕了 27 名涉嫌参与事
件的嫌疑人。这些人主要是来自
南亚的外籍工人，大部分来自印
度，也有一些人来自孟加拉国。

新加坡 540 万总人口中有 100
万外籍劳工，主要从事建筑业、低
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他们往往是
孤身一人来到新加坡谋生，其中
不少人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巴基
斯坦和中国。

综合新华社电 泰国总理英拉
12 月 9 日上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
散国会下议院，泰国国王秘书处当
晚发表声明，表示泰国国王已经批
准解散国会下议院，并决定于明年
2 月 2 日举行大选。

英拉在讲话中说，现任政府自
上任以来，竭尽全力解决各种危
机，但社会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
不同的政治力量各执己见，且每一
派都有人数众多的支持者，因此政
府决定解散国会，将权力交给人
民，在民主体制下举行大选。

英拉向皇室提交解散国会下
议院的申请，泰国国王秘书处随后
发表声明说，普密蓬国王已经批准
解散国会下议院，解散决定从声明
发布之日起生效。新一届国会下
议院议员选举将在 2014 年 2 月 2 日
举行。泰国为泰党党首乍鲁蓬表
示，为泰党已经准备好参加大选，
党内高层领导在当天会议上一致
同意推举英拉为大选一号候选人。

9 日是泰国反政府集会领导人
素贴发起的“最后一战”，警方估
计，示威人数达到 10 万。泰国民主
党党首阿披实认为，英拉宣布解散
国会下议院的决定代表政府一方
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有助于缓解
目前紧张局势。

同一天，泰国反政府组织“人
民民主改革委员会”核心成员沙提
表示，解散国会对缓解目前局势毫
无意义，因为英拉政府仍作为临时
政府管理国家。该委员会希望英
拉和其他临时内阁成员辞职，由

“人民议会”履行临时政府的职责。

右上图 12 月 9 日，泰国反政
府示威者在曼谷总理府前挥舞国
旗抗议。 新华/法新

据朝中社 12 月 9 日报道，朝
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8
日在平壤举行。会议宣布张成泽
一伙有严重反党反革命行为，宣
布解除张成泽一切职务并开除出
党。

报 道 说 ，最 近 党 内“ 异 色 分
子”在继承主体革命事业重大历
史时期企图废除党的唯一领导体
制，通过派别阴谋扩大自己的势
力，对党提出挑战。朝鲜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
了 张 成 泽 的 反 党 反 革 命 宗 派 行
为。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出席
并指导了会议。

会议表示，张成泽一伙犯下
损害党的统一团结、阻碍党建立
唯一领导体系的反党反革命宗派
行为，并犯下毒害强盛国家建设
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反国家和
反人民罪行。张成泽表面接受党
和领袖领导，背后却在搞同床异
梦和阳奉阴违的宗派活动。

会议表示，张成泽及其追随
者不真心接受甚至有意歪曲执行
党的路线政策，公然推翻党的方

针政策，甚至不服从人民军最高
司令官的命令。张成泽一伙还削
弱党对司法监察以及人民保安机
关的领导，对制度保卫、政策保卫
和人民保卫工作造成严重损害。

会议表示，张成泽还违反党所
提出的内阁中心制和内阁责任制
的原则，用巧妙的方法掌握国家经
济发展的主要部门和单位，使内阁
等经济指导机关无法发挥作用。
他使国家财政管理体系陷入混乱，
作出将国家宝贵资源廉价变卖的
卖国行为。张成泽滥用职权，生活
腐化堕落，同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
系，在高级餐厅大吃大喝。在思想
上放松，吸食毒品，还利用去外国
治病机会用外汇进行赌博。

会议通过了朝鲜劳动党中央
政治局决定，宣布对张成泽解除
一切职务，剥夺一切称号，开除出
党并除名。

张成泽现年 67岁，是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先前任劳动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
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
长等职，人民军大将军衔。

最近 14 年来，张成泽（右图）
最早见诸朝鲜媒体报道，是 2000
年 3 月 5 日陪同金正日访问中国
驻朝大使馆。张成泽时任劳动党
中央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

2008年11月，时任劳动党中央
部长张成泽陪同金正日观看朝鲜中
央艺术团体的演出。此后，朝鲜媒
体关于张成泽的报道日益增多，张
成泽在朝鲜党内、军内的地位也越
来越显赫。2010 年 6 月 7 日，张成
泽在朝鲜第 12 届最高人民会议第
三次会议上当选国防委员会副委员
长，成为这一朝鲜最具实权的机构
中仅次于金正日的“二把手”。

2011 年 12 月 17 日，金正日逝
世。同月 28 日在平壤举行的遗体
告别仪式上，张成泽是 8 名“扶灵
人”之一。

在 2012 年 4 月金正恩正式成
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前，张成泽多
次陪同金正恩在国内“密集”视
察。2012 年 8 月，张成泽以朝鲜劳
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行政
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身
份率领朝方代表团访华。

今年 4 月 15 日，张成泽陪同
金正恩率军方高官瞻仰金日成和
金正日的遗体。不过，朝中社报
道显示，在陪同金正恩参谒的高
官中，张成泽排名低于人民军总
政治局长崔龙海。

11月初，日本国会参议员猪木
宽至访朝时，会晤他的朝方官员包
括张成泽。此后一个月左右，张成
泽没有出现在朝鲜媒体报道中。

朝鲜政坛“二号人物”倒台
朝媒称张成泽因严重反党反革命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

张成泽起伏轨迹

■链接

泰国国会下议院解散

执政党退守避锋芒 反对派得势难得分■分析

朝鲜近期人事变动频繁

日本共同社援引相关机构的
研究报道，去年朝鲜官方媒体对金
正恩的 152 场活动进行了报道，张
成泽的名字出现了上百次，作为朝
鲜政坛“二号人物”的地位十分稳
固；而在今年，朝鲜官方媒体报道

张成泽陪同金正恩出席活动的次
数锐减到 56 次，而人民军总政治
局长崔龙海的次数则增加到 142
次，两人地位一降一升的变动十分
明显。

韩国朝鲜问题研究所教授杨

武晋说，张成泽落马后，朝鲜可能
会展开新一轮人事调整，以彻底消
除张成泽的影响力，届时“金正恩
将成为权力核心的唯一人物，无人
再能对他进行挑战。”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

12月 9日，泰国总理英拉宣布
解散国会下议院，国王普密蓬当天
决定于明年 2月 2日举行大选。泰
国政局将何去何从，备受舆论关注。

反对派要夺权
英拉解散议会乃不得已而为

之。面对愈演愈烈的抗议示威和
步步紧逼的反对党，英拉政府已
束手无策。另外，最大反对党民
主党宣布退出国会，已经使国会
名存实亡。但英拉不可能答应反
对派要求，将权力拱手让给所谓

“ 人民议会”这样一个非民选组
织。抗议领导人素帖说，他们将继
续集会直至彻底清除前总理他信
的政治影响。对反对派而言，迫使
英拉下台和解散议会并不是最终
目的，他们需要的是夺取权力。

大选胜负难料
根据泰国法律，国会解散后，

英拉将继续担任看守政府总理直
至下次大选。泰国著名政治评论
家提迪南说，对英拉来说，在当前
局势下解散议会是“必然和最好

的”选择，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为泰党遭受的压力，也令反对派
的重拳失去目标。今后一段时间，
反对派面临的最大“敌人”将是大
选。英拉政府毕竟是民选政府，凭
借执政以来的总体表现，英拉和为
泰党赢得多数泰国民众的认可和
支持。如果此时举行大选，为泰党
很有可能再次获胜。

军队保持中立
反对派不大可能赢得大选，为

泰党也不可能接受反对派提出的英

拉政府下台等要求。而且，支持为
泰党的“红衫军”更无法容忍权力
旁落。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红衫
军”与反对派支持者“黄衫军”之间
的进一步对峙在所难免。截至目
前 ，军 队 在 这 场 危 机 中 保 持 中
立 。 然 而 如 果 乱 局 持 续 时 间 过
长，出现大规模流血冲突，军队介
入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可以说，
泰国乱局还远未到结束之时，英
拉解散国会仅是泰国激烈政治争
斗“下半场”的开始。

（据新华社曼谷12月9日电）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上台
执政以来，朝鲜政坛发生一系列人
事变动。韩国统一部今年10月公
布的报告称，金正恩执政后调整了
朝鲜 97 名党政军高级官员的职
务，占朝鲜高级官员总数的 44％，
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除了让一
批军方元老“解甲归田”，金正恩还
提拔了许多年轻军官，逐步完成在
军队的人事部署。

以下是近两年来朝鲜政坛主
要人事变动：

2012年4月，朝鲜人民武力部部
长金永春被解职，由两个月前晋升为
人民军次帅的金正阁接替职务。

2012年7月，朝鲜劳动党中央
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
委员长、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因

“健康问题”被解除一切职务。同
月，玄永哲被授予朝鲜人民军次帅
称号，并担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
长，接替李英浩。

2012年 11月，朝鲜人民武力
部部长金正阁被解除职务，由金格

植接替。
2013年4月，朴凤柱接替崔永

林担任朝鲜内阁总理，金格植和崔
富日接替金正阁和李明洙担任朝
鲜国防委员会委员，洪善玉接替泰
亨哲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
会秘书长。

2013年5月，张正男接替金格
植担任人民武力部部长，金格植担
任人民军总参谋长。

2013年 10月，李永吉接替金
格植，担任人民军总参谋长。

■背景

金正恩将成“权力核心唯一人物”
■解读

明年 2月 2日举行大选

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
蓄意挑动地区对立的言行

中方对韩方扩大空识区
表示遗憾

新加坡40年来首次骚乱

伊拉克一天16炸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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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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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警察在新加坡街头翻覆的警车旁拉起警戒线。新华社发

12 月 8 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人们在爆炸现场查看汽车残骸。
伊拉克警方 8 日说，巴格达当天发生 16 起炸弹袭击事件，共造成 47 人
死亡、185人受伤。 新华/路透

这张 12月 9日翻拍自朝鲜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画面显示，张成泽在 12月 8日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现场被带走。

泰乱“下半场”悬念犹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