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6月 17日 星期二HENAN DAILY 1责任编辑 丁新科 薛迎辉国际新闻国际新闻 1

综合新华社电 应英国首相卡
梅伦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
时间16日下午乘专机抵达伦敦希思
罗机场，开始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同机抵达。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英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0 周年，两国
关系面临承上启下的重要契机。
我期待同英国领导人就双边等共
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中
英关系规划新路线，铺设新轨道，
增添新能量，让两国关系在新的
10 年加速前行。

英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
英国大使刘晓明等到机场迎接李
克强总理和夫人。

访问期间，李克强将会见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同卡梅伦首相
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向英国智
库发表演讲，出席中英全球经济圆
桌会和中英金融论坛等活动并会
见两国工商等各界人士。

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英国
进行正式访问前夕，英国一些政要
表示非常期待李克强的访问，并认
为这次访问将极大推进两国经贸
合作关系。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
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时表示，李克

强总理的访问将把英中经济伙伴
关系向前推进一大步。奥斯本说，
中国大陆和香港之外的人民币支
付有三分之二发生在伦敦。中国
在伦敦发行人民币债券、进行资产
管理，中国的银行还将能够在英国
申请设立分行，一家中国银行也将
很快被指定为人民币清算行。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爱
德华·戴维在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他十分期待李克强总理即将
对英国进行的访问。英国希望加
深与中国在能源领域以及气候变
化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此前，英国内阁负责政府政策
的国务大臣奥利弗·莱特温对记者
说，英国欢迎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
中英两国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

访问期间，双方将签署 40多个
合作协议，涉及能源、投资、文教、高
科技、金融等诸多领域；两国总理将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
深入交换意见，加强合作。

6 月 16 日下午，应英国首相卡
梅伦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邀请，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离开北京，
赴英国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并
对英国和希腊进行正式访问。李
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同机离京。

据新华社多哈 6 月 15 日电
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 15 日晚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幕。大会将审
议 40 个申遗项目，讨论加强对濒
危世界性遗产的保护方略，研究
落实保护各级自然和文化遗产的
资金保证，探讨人类行为与保护
大自然以及传承人类文化的友好
型模式。

本届大会东道国卡塔尔首相
兼内政大臣阿卜杜拉·本·纳赛尔
在开幕式讲话中呼吁各成员国重
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并宣布卡塔
尔 将 向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提 供
1000 万美元，以加强世界遗产保

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7 届大
会主席、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也
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根据大会提供的资料，成员国
向本届大会提交或联合提交了 40
项关于加入自然或文化世界遗产
名录的申请报告，其中包括 9 项自
然遗产申请、2 项自然与文化双重
遗产申请，29 项文化遗产申请。
中国向本届大会提交了“中国南方
喀斯特二期”自然遗产申请和“大
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还与吉尔吉
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了

“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
路网”文化遗产申请报告。

新华社专电 韩 国 统 一 部
说，数天前在独岛（日本称竹岛）
海域获救的 5 名朝鲜船员将于 6
月 16 日返回朝鲜。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金义道 1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韩方尊重 5
名朝鲜船员的意愿，决定将 5 人送
回朝鲜。韩方当天上午以大韩红
十字会总裁名义通知朝方，定于

当地时间 16 日 16 时将 5 人通过板
门店送回朝鲜。朝方表示同意。

韩国海警13日上午在独岛东北
方向60公里处海域发现一艘朝鲜渔
船正在下沉，派出警力营救出5名朝
鲜船员。事故渔船后被牵引上岸。

这 5 名船员均为男性，年龄从
21 岁至 49 岁不等。这些船员接受
韩方调查时表示，希望返回朝鲜。

乌克兰政府 6 月 16 日确认，俄
罗斯已经停止向乌克兰输送天然
气，但继续维持过境乌克兰向欧洲
供应天然气。

无果而终
乌克兰能源和煤炭工业部长

尤里·普罗丹 16 日说：“我们收到
通知，（俄方）向乌克兰输送的天然
气已经减少为零，（管道内）仅有过
境输往欧洲国家的天然气。”

普罗丹在当天举行的一个政府
会议上说，乌政府将尽力满足乌克兰
天然气消费者需求，同时确保向欧洲
国家提供“可靠的天然气输送”。

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 15 日起
就天然气价格等事宜进行谈判。
谈判持续了 11 小时，无果而终。

谈判结束后，俄气宣布，由于
乌方未能如期偿还 19.51 亿美元欠
款，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从莫斯科
时间 16 日 10 时（北京时间 14 时）
起对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实行
预付款供气机制。

本次天然气危机是 2006 年以
来俄乌第三场“天然气战争”。乌
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总裁安德烈·
科博列夫说，没有俄方供气，预计

乌方可以撑到今年 12 月。

提起诉讼
俄气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

已经通知欧洲方面可能出现的天
然气供应中断，同时向瑞典斯德
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起针对乌克
兰 石 油 天 然 气 公 司 的 45 亿 美 元
诉讼。

16 日早些时候，乌克兰石油天
然气公司已经“先行一步”，在同一
家仲裁院提起诉讼，寻求补偿“额
外支付给”俄气的 60 亿美元款项。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专门
处理国家间商业纠纷。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声
明中说，乌方寻求以“公平市场价
格”从俄气进口天然气。

分析师蒂姆·阿什告诉美联社
记者，尽管俄方切断对乌供气，不
过理论上，乌方可以从输往欧洲的
过境天然气里“任取所需”。毕竟，
管道里分不出天然气到底供应乌
克兰还是供应欧洲。

阿什认为，俄方断气传达的信
息是，“欧洲短期内不会出现供气
困难，但可能在冬天引起麻烦，除
非能够迅速达成协议。”

继续协商
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委员奥

廷格说，俄乌天然气谈判破裂后，欧
盟今年冬天可能面临天然气短缺。

“下周不会有问题，我们能获
得天然气输送。但是如果乌克兰
用尽其（天然气）储备，那我们就可
能有寒冬的麻烦，”奥廷格在维也
纳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

欧盟在本轮谈判中提出一揽
子协议，希望协助俄乌谈拢天然气
协议。根据欧盟提议，乌方应先偿
还 10 亿美元天然气欠款，其余欠
款年底前偿完。

同时，俄方应根据现有合同按
时供气。在价格上，欧盟提议根据
季节不同有所浮动。冬季价格为每
千立方米 385 美元，夏季价格为每
千立方米 300美元，或再高一点。

按照欧盟说法，乌方准备接受
这一方案，不过俄方暂未接受。

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
尔·巴罗佐 16 日晚些时候呼吁俄乌
双方尽快解决天然气争端。“我再次
呼吁双方作出妥协。摆在桌子上的
折中方案是个不错的提议。”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第五轮伊核问题六国（美国、
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与伊朗谈判 6 月 16 日在维也纳拉
开帷幕。在伊核问题日内瓦临时
协议 7 月 20 日的期限到来之前，伊
朗一改过去谈判惯例，在多边谈判
前分别与美、俄、法、德四国进行了
高密度的双边对话。

不难看出，经过前四轮在维也
纳的艰苦谈判，伊朗与各方希望通
过更多双边谈判，进一步增进对相互
间关切的认识，并协调立场，从而为
接下来的谈判预热，为通过外交努力
解决伊核问题加入“润滑剂”。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11日表示，
伊朗与参与谈判各方进行双边对
话的目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去

“弥合分歧”。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在与美

国结束双边会谈后表示，伊朗与美
国将继续交换意见，并肯定了在伊
核六国谈判前与各国举行双边会
谈的积极作用，认为这几次对话

“很重要”。
由于伊朗与西方长期关系紧

张，双方双边形式的外交接触有
限，因而伊朗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
方国家进行如此高密度的双边谈

判相当罕见。此次伊朗与西方国
家能从相互指责到坐下来进行双
边对话，这一变化说明，伊核问题
谈判相关方正在谋求所谓的“化学
反应”，以便对整个谈判进程起到
积极作用。

虽然伊朗与西方国家目前仍
有很多分歧，但各方通过外交途径
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强烈，这也是
外交努力解决伊核问题的主要动
力之一。奥巴马政府防止核武器
扩散事务前顾问、哈佛大学学者加
里· 萨莫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伊朗总统鲁哈尼政府与奥巴马政

府都面临国内很大压力和反对声
音，但双方都认为有继续谈判下去
的必要。

自鲁哈尼就任总统以来，伊朗
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关系出现
了缓和迹象。鲁哈尼政府承诺改
善与西方关系，希望通过外交渠道
解决伊核问题，从而结束伊朗长期
受严厉经济制裁的状况。而美国
政府官员的表态也说明，美国正在
改变以军事打击为优先选项解决
伊核问题的政策。伊朗与伊核问
题六国去年 11 月在日内瓦达成了
临时协议，也给通过外交途径全面

解决伊核问题赢得了时间。
此 外 ，由 于 中 东 局 势 持 续 动

荡，近期恐怖主义活动呈回潮趋
势，美国有意与伊朗在反恐方面开
展合作。而鲁哈尼近日表示愿意
与美国合作应对伊拉克境内的恐
怖组织，这也被认为是为伊核问题
谈判创造了有益的气氛。

在伊朗与西方关系缓和的背景
下，伊核谈判的“化学反应”似乎正在
悄然发生，但面对几十年悬而未决的
政治难题，最终成果不会轻易到来，
伊核谈判还需要更多一些时间。

（新华社维也纳6月16日电)

暂时离开
普萨基 15 日告诉媒体记者，鉴于眼

下伊拉克局势，部分巴格达使馆工作人员
将暂时离开。他们将被“临时安置”在美
国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的领事馆和在北
部库尔德地区埃尔比勒的领事馆。至于
撤离的人数，普萨基没有公开。

美国驻伊使馆坐落在巴格达国际区、
即所谓“绿区”内，论规模和管理，都像一
处军事基地。这里是美国在全球的最大
使馆，有大约 1.5 万人。

继美国后，澳大利亚 15 日也宣布撤
离部分驻巴格达使馆的工作人员。

激烈交火
极端武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

国”16 日在伊拉克北部又攻陷一座城市。
美国政府当天进一步向海湾地区增兵，考
虑是否向伊拉克政府提供空中打击支援，
同时表示愿意与伊朗讨论伊拉克危机。

逊尼派地区大国沙特则反对“外国干
涉”，敦促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建立包容
性政府。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5日进攻尼尼微省首府摩苏尔以西大约40
公里的泰勒阿费尔市，交火彻夜持续。

市长阿卜杜勒·阿卜杜勒 16 日告诉

美联社记者，武装人员黎明前攻陷泰勒阿
费尔。另外，“伊黎”武装及其逊尼派部族
盟友当天攻占了巴格达以西的一个镇。

“伊黎”武装人员一周来在伊拉克北部
攻城略地，占领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和重镇提
克里特并向首都巴格达推进，再次引发国际
社会对伊拉克安全局势的关注和忧虑。

枪杀俘虏
伊拉克反政府武装“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兰国”在互联网上发布多张枪杀俘虏
的照片。伊拉克军方发言人卡西姆·穆萨
维证实照片真实性，称军方已经知情。

照片显示，反政府武装人员用货车把

俘虏带到处决地，让他们俯卧一处壕沟。
这 些 俘 虏 被 指 为 伊 拉 克 政 府 军 士

兵。他们看上去 20 多岁，双手被从背后
捆绑，大多数人身穿便服，但一些人的便
服下可以看到部队制服。穆萨维称枪杀
发生于萨拉赫丁省，该省首府提克里特为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武装人员占
据。按穆萨维说法，军事专家根据“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上传的照片分析，认为
大约 170名士兵遇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 15 日
说，反政府武装宣扬杀戮的做法“骇人听
闻”，充分暴露恐怖分子的嘴脸。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李克强抵达伦敦
正式访问英国

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开幕

大运河丝绸之路等申遗

三方多轮谈判未消分歧

俄乌“斗气” 欧盟“气短”

新华社发

反政府武装枪杀俘虏 政府军再失一城

伊战事吃紧 美使馆撤人

■国际时评

伊核谈判各方谋求“化学反应”

美国国务院发

言人珍·普萨基 6 月

15 日说，美国将撤

离驻伊拉克大使馆

的部分工作人员，调

派更多安全人员加

强使馆安保。

澳大利亚外交部

随后宣布相同决定。

新华社北京 6月 16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6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
任何调整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
和安全利益。

有记者问，据日本共同社报
道，日本首相安倍拟加快推动修宪
进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由于历史原因，日
本的发展走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期，日
方频频制造事端，渲染对立紧张，
目的都是为其推动修宪扩军作铺
垫，找借口。

她说，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有
关集体自卫权问题的讨论，日本的

发展方向归根结底要由广大日本
人民来选择。需要强调的是，日本
军事安全政策的任何调整都不得
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华春莹说，中国有个成语叫
“疑邻盗斧”，讲的是一个人丢了一
把斧子，怀疑是邻居偷了，怎么看
邻居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偷了斧子
的。后来有一天斧子找到了，再看
邻居的举动就怎么看都是正常的
了。日本也丢失了一样东西，那就
是对自己历史的正确认识，对邻国
发展的正确认知以及对时代潮流
的正确把握。希望日方能尽快把
这些找回来，以正常和正确的心态
来看待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

外交部发言人：

日调整政策不得损害中国利益

韩要送5名朝船员回国

◀6 月 15 日，伊拉克巴士拉，伊拉
克部落武装成员高举武器，宣布将组织
防御抵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极端武装的进攻。 东方IC供图

6月 16日，在肯尼亚沿海拉穆地区姆佩卡托尼镇，人们聚集在一辆
汽车残骸旁。据肯尼亚红十字会当日消息，姆佩卡托尼镇 15日晚发生
袭击事件，武装分子携带爆炸物和枪支袭击了酒店、银行、警察局和其
他建筑，造成至少 48人死亡。 新华社发

肯尼亚48人命丧武装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