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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开罗 4 月 28 日电
埃及一地方刑事法院 28 日判处
683 名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成
员及支持者死刑，其中包括穆兄
会最高决策机构指导局前主席穆
罕默德·巴迪亚。

据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此
次受审的 600 多人的罪名包括在
去 年 的 示 威 游 行 中 实 施 暴 力 活
动、蓄意纵火、冲击警察局及谋杀
警察等。埃及南部明亚省刑事法
院作出判决后，已将判决书提交

给宗教领袖穆夫提征询其意见。
同一天，该法院还对此前判

处 529 名穆兄会成员及支持者死
刑一案进行了再审，维持其中 37
人死刑，其余 492 人改判终身监
禁。

自今年 3 月 22 日起，埃及明
亚、盖勒尤卜等省份的地方法院陆
续开始对数千名穆兄会成员及支
持者进行审判。此案无论从受审
人数还是判决严厉程度上，都堪称
埃及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案件。

新华社北京 4月 28日电 “你来，或
者不来，我就在这里。”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28 日谈及美国总统奥巴马亚太之行不包
括中国时这样说。

有记者问，奥巴马亚太之行即将结束，
中方认为此访有助于还是有损于美国推进
其亚太战略？中方怎么看他这次访问四国？

秦刚说，我想强调的是，进入 21世纪，

无论是亚太地区的时代潮流，还是本地区
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都是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我们希望美方以及本地区有关国家
都能够从这一历史潮流以及各国人民的普
遍愿望出发，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切实做出积极努力。

“我注意到，最近有的媒体说，奥巴马总
统此次亚太之行没有来中国，或意在针对中

国。”秦刚说，“是不是针对中国，我们要看美
方是怎么说、怎么做的。至于来不来中国，
一句话：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

又有记者问：中方对美国和菲律宾签
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有何评论？是否认
为此举旨在遏制中国？

秦刚表示，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做有
利于增进本地区国家相互信任、有利于维护

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情。至于说是
不是旨在遏制中国，我们要看美方怎么说、怎
么做。奥巴马总统及美方其他官员在不同场
合都说过，美国无意遏制中国。秦刚说，中方
认为中美在亚太地区和亚太事务中有着广
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相互尊重，加强
合作，同本地区有关国家一道，促进地区的
和平、稳定、发展、繁荣，这才是根本之道。

访问前夕签署协议
奥巴马抵达菲首都马尼拉数小时前，

菲律宾国防部长博尔泰雷·加斯明与美国
驻菲律宾大使菲利普·戈德堡签署了《菲美
加强防御合作协议》。

根据这份协议，美军可更广泛使用菲
方一些指定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包括机场
和港口；美军有权在这些地方新建设施，但
一旦撤出，新建设施将归属菲方；美军可在
这些地方部署装备、战机和军舰；美军在菲
没有永久军事基地。

协议禁止美军把核武器运入菲律宾，同
时强调美军需要保护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

法新社报道称，《菲美加强防御合作协
议》是一份框架性协议，关于美军士兵在菲
律宾驻扎的规模、地点和停留的时间等具
体细节还在谈判中。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亚洲事务的
官员埃文·梅代罗斯拒绝说明哪些军事设
施是美军考虑在菲律宾驻扎的地点，但是
他指出长期关闭的苏比克湾军事基地可能
会成为其中的选择之一。

重申不开军事基地
奥巴马当天晚些时候在与菲总统阿基

诺三世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新协议
并不意味着美国打算在菲律宾改造旧的军
事基地或建造新基地。

外国军队在菲律宾的驻军问题是一个
敏感问题。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双方
先前长期保持军事同盟关系。1991年，菲
参议院废除了菲美军事基地协定，结束美
在菲 93 年驻军历史。1998 年，两国签订

《访问部队协定》，美军得以重返菲律宾，向
菲南部地区派驻百名军人，向菲军提供培
训，以打击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装。

美菲各取所需
美联社分析，这份防御协议对菲律宾

和美国来说是各取所需：菲律宾军事实力
较弱，希望加强自身防卫力量；而马尼拉的
这一努力也符合华盛顿把军事重心从中东
向亚洲转移的战略。

法新社则指出，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
重申美国将在防务领域帮助菲律宾，但是
从协议的内容和美国官员的表态来看，这
份防御协议的签署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和其
他国家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美
国必须向菲律宾派遣军事力量予以援助。

菲律宾和平、暴力和恐怖主义研究所
所长罗梅尔·班劳伊分析指出，签署这份协
议意味着菲律宾和美国加强了军事同盟关
系。菲律宾将因此获得美国在军事和安全
领域提供的帮助，也将分担美国在安全领
域面临的风险，例如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
重要目标。“这并不是免费的午餐。”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澳方官员透露，“新阶段”的搜寻
重点将转为大规模水下搜索。由于“蓝
鳍金枪鱼”此前搜索了 300多平方公里海
床一无所获，新划定的水下搜索范围将
覆盖客机可能入水的约 6万平方公里区
域。根据休斯敦最乐观的估计，完成这
片区域的水下搜索将耗时 8 至 12 个月。
而在完全转入“新阶段”前的“过渡期”，

多国力量将保留四艘水面船只和一架飞
机继续海面搜寻。其中两艘船只来自中
国、一艘来自澳大利亚、一艘来自马来西
亚。澳方一架“猎户座”巡逻机将处于待
命状态，以便对可能的重要发现迅速作
出反应。

此外，在保证“蓝鳍金枪鱼”继续搜
索的同时，澳方正与专业打捞公司洽谈，

准备引入民间打捞力量。这些专业公司
将提供具有“拖曳式侧扫声呐”技术的新
设备。该设备可以在海床上方扫描，并
能像“拖曳式声波定位仪”一样实时传输
数据，能够大幅度提高搜索效率。中国、
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三国还将定期评估
这些公司的搜索工作，并将继续参与搜
索行动。（据新华社墨尔本4月28日电）

美宣布扩大对俄制裁
瞄准普京“核心圈”

683名穆兄会成员
及支持者被判死刑
包括穆兄会最高领袖

外交部发言人评奥巴马亚太之行不包括中国

“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

美菲加强防务合作 菲亦分担安全风险

引“军”入内 代价不“菲”
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28日抵达菲律宾访问当天，两国签署一

份为期10年的新防御协议，以增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

防务和安全专家指出，这份协议对菲律宾来说是一把“双刃

剑”，既强化了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增加了菲律宾在

安全领域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

失联客机搜寻进入新阶段
水下搜索最长持续１年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

特和澳搜寻马航370航班

联合协调中心总协调人

休斯敦 4 月 28 日举行记

者会，宣布在南印度洋的

搜索并未发现任何与失

联客机有关的物体。搜

索行动将进入“新阶段”，

预计将在约6万平方公里

的 海 域 进 行 水 下 搜 索 。

有关方面回答了近期有

关搜索的热点问题。

休斯敦等与搜索行动有关的人士普
遍认为，这是因为有关部门和专家得出
马航客机在南印度洋“终结”的结论太
晚，使得多国搜寻力量在南中国海耗费
了大量“黄金时间”，从而错失了在正确
区 域 搜 索 的 宝 贵 机 会 。 2009 年 法 航
AF447 航班在南大西洋坠毁后，从第 9
天起海面上就很少见到客机残骸了，而

16天以后就几乎找不到碎片了，因为碎
片大多已沉入海底。因此阿博特表示，
目前在南印度洋海面发现与马航失联客
机有关物体的机会“微乎其微”。

此外，失联客机黑匣子电量通常只
能维持 30至 40天。多国搜寻力量在南
印度洋开始搜索后，黑匣子的电量只维
持了约 18 天。从 4 月 8 日以后，澳方再

未侦测到相关信号，这给精确定位客机
入水位置带来了极大难度。

南印度洋远离大陆，人类对这片区
域的了解非常有限，即便世界最先进的
搜索设备仍显得力不从心。况且目前水
下搜索区域海况较为复杂，海床淤泥深
不可测，“蓝鳍金枪鱼”等设备的声呐只
能探测到淤泥表层以下 4至 5米的距离。

核心区搜索为何毫无收获？

据多国专家分析，马航 370 航班客
机 在 失 踪 前 曾 与 卫 星 进 行 了 7 次“握
手”，经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并结合飞机
燃料消耗情况，综合判定客机在南印度
洋的可能入水位置，并据此划定了搜索

区域。
此外，澳方“海洋之盾”号军舰四次

侦测到水下脉冲信号的位置均在划定的
弧线上，而且专家确信至少有一次信号
来自人造装置。这被澳方视为是搜寻行

动的“最佳线索”。直到今天，澳方也依
然认为，多国力量是在“正确区域”开展
搜寻工作。因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
据或线索可以证明，失联客机在其他位
置“终结”。

核心区域是否正确？

新阶段搜索行动如何开展？

4 月 28 日，菲律宾马尼拉，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于马拉卡南宫接待美国总统奥
巴马，并举行双边会谈。 东方IC供图

4月 27日，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蒙面的亲俄抗议者抱怨当
地电视台不给他们发表见解的机会，占领州广播电视大楼。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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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搜寻范围：扩大至水下6万平方公里
未来搜寻力量：１.多国水面船只和飞机

２.“蓝鳍金枪鱼”
３.民间打捞公司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 4月 28日电 美国
总统奥巴马 28 日宣布，美方将对
俄罗斯采取新一轮制裁，以阻止俄
罗斯政府煽动乌克兰东部乱局。

同一天，乌克兰东部乱局呈现
蔓延之势：反政府武装人员又占领
一座城市的市政厅；哈尔科夫市市
长遭遇枪击。

奥巴马当天访问菲律宾时在
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对俄制裁
消息。他说，新制裁措施将包括限
制对俄防务企业的高科技出口，俄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身边人
士”也将“上榜”。

“（制裁）不针对普京本人，”奥巴
马说，“而是改变他的设想，让他意识
到，他现在干涉乌克兰的举动将在长
期对俄罗斯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政府稍后公开这份包括
7 名俄方高官和 17 家企业的制裁
名单。

遭受制裁的个人包括俄罗斯副
总理德米特里·科扎克、联邦保卫局
局长叶夫根尼·穆罗夫、俄罗斯国家
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
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俄罗斯石油
公司总裁伊戈尔·谢钦、俄罗斯科技
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