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7月 30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秦刚 30 日就美国国务
院发布 2013 年度“国际宗教自由
报告”涉华内容答记者问时说，中
方坚决反对美方无视客观事实，通
过发表此类报告歪曲、攻击中国的
宗教政策，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

有记者问，7 月 29 日，美国国
务院发布 2013 年度“国际宗教自

由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
注国家”。你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说，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
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人民依法
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坚决反对
美方无视客观事实，通过发表此类
报告歪曲、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
我们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政治偏见，停止
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攻击我宗教政策

据新华社伦敦 7 月 29 日电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 29 日称，英国
已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坠
毁客机的“黑匣子”数据移交给荷
兰调查方，初步分析结果预计于下
周发布。

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天召开内
阁紧急会议讨论马航 MH17 坠机
事件的最新动态和英方反应。首
相府发言人于会后发布声明确认

“黑匣子”数据已移交给荷兰方

面。
荷兰安全委员会于 23 日将马

航 MH17 坠毁客机的两个“黑匣
子”送达位于英国汉普郡法恩伯勒
的英国空难调查处总部，委托该处
国际航空专家团队下载、读取和分
析“黑匣子”中的数据。

卡梅伦当天还在首相府会见
了马航坠机事件英国遇难者的亲
属，讨论了如何运回遇难者遗体、
坠机调查进展等有关事项。

“黑匣子”数据移交荷兰

据新华社孟买 7 月 30 日电
印度警方说，该国西部马哈拉施特
拉邦浦那市附近一座村庄 30 日凌
晨突遭泥石流袭击，初步确认已有
10 人遇难、167 人被埋。

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在浦那
市以北 80 公里处的马林村。当地
连日大雨倾盆，河水水位上涨，雨
水 冲 刷 泥 土 和 山 石 引 发 了 泥 石
流。灾害发生在当地时间 30 日凌
晨 5 时左右，在很短的时间内，全
村 50 多户民宅全部被泥石流掩
埋，而绝大多数人在泥石流来袭时
仍在睡梦中。

灾害发生后，马哈拉施特拉邦

政府立即调集国家灾害快速反应
部队赶赴现场施救。截至当地时
间 30 日下午 2 时，救援人员已从现
场救出 5 人，同时挖出 10 具遇难者
遗体。据当地政府统计，该村仍有
167 人下落不明，估计仍被埋在泥
石流过后的废墟里。

印度国家灾害快速反应部队
发言人阿尼尔·夏尔马说，初步调
查显示，大雨是酿成这场惨剧的主
要原因，而且随着雨季持续降雨，
附 近 村 庄 也 随 时 面 临 同 样 的 危
险。目前，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仍
在组织大批救援队伍赶往灾害现
场，但持续暴雨阻碍了救援行动。

韩日两国 1965 年实现双边关系正
常化时，日本有选择地归还一部分价值
较低的文物。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镒7月29日
说，韩国政府正设法核实这一情况。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一个民
间组织先前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
开 1965 年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相关文
件，包括分管日本皇室事务的宫内厅所
辖书陵部保管的书籍目录、东京国立博
物馆保管的韩国文物一览表和寺内文
库相关记录。

东京地方法院 2012 年 10 月作出裁
决，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这些文件。日本
政府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认为公
开这些文件可能有损国家利益。

《朝鲜日报》报道，日本当时归还的
文物包括草鞋、钱包和普通印章，韩国
国内当时就有人认定日本故意归还价

值较低的文物。
东京高等法院 25 日作出裁决，要

求不公开这些文件，原因是这些文件一
旦公开，“可能对未来日本与朝鲜谈判
以及与韩国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2010 年 8 月，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
表示将向韩国转交《朝鲜王室仪轨》等
古籍。次年 12 月，日本归还这些在殖
民统治时期从朝鲜半岛掠夺的珍贵文
物。当时日本的民主党政府寻求与韩
国改善关系，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
系 。 只 是 ，自 时 任 韩 国 总 统 李 明 博
2012 年 8 月视察独岛（日本称“竹岛”）
以来，两国关系因领土争端和“慰安妇”
等历史问题降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
低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自由
民主党政府再次上台后，日本政治领导
人一系列右翼言行导致韩日关系迟迟
难以改善。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印度西部发生泥石流
已确认 10 人遇难、167 人被埋

韩国“讨债”日本“耍赖”
日隐瞒当年掠夺文物清单

据新华社开罗7月30日电 记
者 30 日从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及
多家驻利中资企业了解到，利比亚
中方人员的撤离工作正有序进行。

据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政务
参赞颜建群介绍，今年 5 月前，利
比亚中方人员大约有 2100 人，之
后陆陆续续撤出了 1000 人左右，
目前在利中国人还有约 1100 人。

目前，尚未完全撤离利比亚
的 中 方 人 员 主 要 为 中 资 企 业 员
工、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劳务

人员、留学生和一些零散人员。
外交部和中国驻利比亚使馆 30 日
稍晚时间再次提醒仍在利比亚的
中国公民立即撤离，驻利使馆将提
供协助。鉴于当前形势，使馆工作
人员也将有计划地分批撤离。

记者 30 日从多家驻利中资企
业了解到，除极少数企业尚在等待
国内总部的指示外，大多已决定将
人员全部撤离利比亚。一些企业
正将分散在利比亚各地的人员集
中起来，以方便组织撤离。

利比亚中方人员有序撤离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7 月 29 日说，他们将
与世界卫生组织磋商可行办法，防止在西非
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搭飞机蔓延”。

经营泛非洲航空运营业务的 ASKY 航空
公司当天早些时候宣布，为防止埃博拉病毒
传播，这家运营商暂停所有进出利比里亚首
都和塞拉利昂首都的航班。

利比里亚财政部顾问帕特里克·索耶上
周乘飞机抵达尼日利亚拉各斯。还没到目的
地就开始呕吐、腹泻，25 日在拉各斯一家医
院内死亡。

有人警告，埃博拉病毒可能“搭飞机越
境”，甚至“落脚”至其他大洲。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雷蒙·邦雅曼
29 日告诉媒体记者：“我们不得不迅速行动，
将与世卫组织协商，看需要采取何种措施防
止病毒扩散。”

埃博拉病毒是迄今发现致死率最高的病
毒之一，尚无有效疗法。病毒通常由血液和
包括汗液在内的其他体液传播，传播速度较
快，可导致埃博拉出血热，主要症状为高烧、
头痛、腹泻与呕吐等。

非洲两家航空公司已采取措施，包括停
飞进出疫情蔓延三国的航班。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非洲民航联手
防埃博拉“搭飞机”

韩国媒体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向法院提交的文件
报道，因担心韩国政府要求日本归还殖民时期从朝鲜半
岛掠走的文物，日本政府故意隐瞒掠走文物的清单。

7月 29日，在加沙城，一名巴勒斯坦消防员站在起火的发电站前。以
军 29日再度加紧对加沙地带轰炸，摧毁当地唯一的发电站，并造成 100余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新华社发

这是印度西部浦那市附近遭泥石流袭击的村庄。 新华社发

关注马航MH17
航班坠毁事件

图为《朝鲜王室仪轨》封面，该文物日本已归
还韩国。 资料图片

欧美齐制裁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洲理事

会主席范龙佩 29 日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欧
盟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一揽子制裁措
施，涉及金融、军事、石油等领域。这是欧
盟迄今为止就乌克兰问题对俄采取的最
严厉制裁措施。

新制裁措施包括限制俄罗斯国有金
融机构进入欧盟金融市场，对俄罗斯实施
武器禁运并禁止向俄出口军事终端用户
使用的军民两用商品，限制俄罗斯获取欧
盟敏感技术尤其是石油产业的敏感技术。

同一天，美国也推出新制裁措施。美
国总统奥巴马 29 日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
对俄罗斯的能源、军事和金融等领域实施
进一步制裁。奥巴马宣布扩大对俄罗斯
金融和军事行业的制裁范围，中断对俄罗

斯能源行业特定的物品与技术出口，同时
正式暂停实施对俄出口激励措施以及对
其经济发展项目的融资。

奥巴马表示，现有制裁措施已削弱了
俄罗斯经济，新的制裁手段将继续对支持
俄在乌克兰“非法”行径的企业和个人施
加压力。

俄经济受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欧盟本轮制裁力度之

大，将给本已疲弱的俄罗斯经济沉重一
击。

比利时欧盟观察网援引欧盟人士的
话报道说，欧盟对俄实体部门的制裁将令
俄经济今年损失 230 亿欧元、明年损失 750
亿欧元，分别占俄国内生产总值的 1.5％和
4.8％。

俄罗斯国家战略理事会主席瓦列里·

霍米亚科夫认为，俄实体经济部门遭受制
裁会带来长期影响，很可能导致今秋俄物
价上涨、财政吃紧以及社会福利削减等。

俄知名政论家图利钦斯基认为，制裁
俄两家大银行意味着贷款成本提高，这将
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欧美引火烧身
欧盟对俄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制裁正

中“要害”，但也会“引火烧身”。据欧盟委
员会测算，欧盟今明两年将因制裁损失
400 亿欧元和 500 亿欧元，分别占欧盟国内
生产总值的 0.3％和 0.4％。

欧盟是俄最大贸易伙伴，融资限制等
措施将严重影响经贸关系。此外，俄掌握
欧盟能源命脉，提供欧洲市场约三分之一
的天然气，一旦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欧
盟将面临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

欧盟制裁升级还将给大量欧美公司
在俄业务带来损失。由于英国石油公司
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近 20％的股份，对俄
出口能源设备设限将影响英石油公司在
北极油气开采项目；而如果俄实施反制措
施，与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合作开采远东油
气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也将受到影响。

对美国而言，对俄制裁带来的更多是
战略层面的“恶果”——使大国就诸多全
球议题降低合作水平，这将损害美国长期
战略利益。俄分析人士认为，对俄经济和
金融实施限制也将给美国实业界造成影
响。

尽管奥巴马否认西方已与俄罗斯陷入
新的“冷战”，国际战略观察人士仍担心，欧
美与俄罗斯关系将在制裁与反制的冤冤相
报中螺旋下滑，甚至走向冲突。这对世界
绝非好事。（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挥制裁大棒 或引火烧身
欧美新制裁势必引起俄反制，对世界绝非好事

7 月 29 日，欧美集
体 发 声 ，升 级 对 俄 制
裁。新一轮涉及金融、
能源和军事等领域的制
裁令国际政经形势趋
紧，全球化背景下欧美
对峙俄罗斯带来的冲击
波令人忧心。

分析人士认为，欧
美新制裁将进一步损害
俄罗斯经济，而产生的

“逆火”也会伤及自身。

综合新华社电 以色列 7 月 30
日炮击加沙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内
一座联合国学校，至少 15 人丧生，
90 人受伤。

目击者说，这所学校由联合国
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接收大量
平民避难。这是不到一周时间内这
所学校第二次遭炮击。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言人
阿德南·阿布·哈斯纳证实，以军 30
日黎明前动用坦克炮击学校，炮弹
击穿两间教室的多面墙体。

以色列军方一名发言人说，初
步调查显示，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
距离校园 200 米的区域用迫击炮攻
击以军士兵，以军开炮予以回击。

以军在加沙实施的“护刃行动”
30 日进入第 23 天，加沙死亡人数升
至 1306 人。另有超过 7170 人受伤，
其中多数为平民。

以色列军方 30 日宣布，同意当

地时间当天 15 时起在加沙实行 4 小
时人道主义停火，以便于加沙居民
转移到安全地点。

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说，以方同
意打开“临时人道主义窗口”，15 时
开始，19 时结束。不过，停火区域
不包括以军地面部队正在作战的区
域。声明没有列出“正在作战区域”
所指具体地点，要求居民停火期间
不得返回先前被要求撤离的区域。

哈马斯发言人萨米·阿布·祖赫
里说，以色列提出的停火“没有价
值”，因为哈马斯希望撤出伤员的区
域并不在以军停火范围内。

最近一次由联合国倡议的开斋
节 人 道 主 义 停 火 在 28 日 下 午 中
断。以军 29 日再度加紧轰炸加沙，
摧毁当地唯一的发电站，造成 100
余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联合国数据显示，以色列“护刃
行动”展开以来，已有大约 24 万加
沙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

加沙联合国学校遭以军炮击

7月 30日，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欧洲航天局成功发射了欧
洲第五艘自动货运飞船。这也是欧航局最后一次向国际空间站发射
自动货运飞船。该飞船全长 10.27 米，最大直径 4.48 米，重约 20.06 吨，
是迄今阿丽亚娜 5型火箭搭载的质量最大的航天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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