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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高级军官 8月 11日说，以方正准备
建造一个传感器网络，以探测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从
加沙地带挖掘的通向以方的地道，
但这个网络需要试验数月。

那名军官说，边界线上的障碍
物会令传感器作用增强。加沙地
带边界线长约 68公里。他没有透
露这一技术详情。

以色列南部前线指挥官萨米·
图尔格曼 11 日说，相关系统的试
验可能持续数月，试验成功后，一

旦发现在建或完工地道，以方会立
即予以摧毁。

以色列 7月 8日对加沙地带发
动“护刃行动”，以军说，行动中摧
毁 32 条哈马斯挖掘的地道，同时
认定还有一些地道依然存在。

以色列 2009年大规模进攻加
沙后，哈马斯开始改变策略，大量
挖掘通往以色列的地道，将许多火
箭弹发射器和仓库转移到地下，并
通过地道将武装人员渗透到以色
列境内。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巴黎 8 月 11 日电
法国经济部下属的竞争、工业与服
务业管理局以及法兰西银行 11日
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说，2013年，
法国共接待外国游客 8470 万人
次，为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去年，法
国接待外国游客数量比前一年增
长 2％。欧洲是法国最大客源地，

尤以德国为最，2013 年德国到法
游客 1300万人次，增加 6.5％。

亚洲游客，尤其是来自中国的
游客对于法国而言也很重要。数据
显示，去年共有 450万人次亚洲游
客来到法国，增幅近13％，其中中国
游客数量增加 23.4％。但与此同
时，由于日元对欧元疲软，法国接待
日本游客的数量下降6.7％。

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马克·西
蒙兹 8月 11日以 12万英镑的年收
入无法维系他和家人在伦敦的生活
为由，辞去政府公职和议员职务。

西蒙兹是一星期内，英国外交
和联邦事务部第二名辞职的国务
大臣级官员。前分管信仰和社区
事务的女国务大臣赛义达·沃西本
月 5日辞职。按照西蒙兹的说法，
12万英镑的薪水和经费不够支持
他和家人在伦敦的生活，他无法继
续一个人住在伦敦旅馆，而让家人
住在百英里外的林肯郡。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西蒙
兹上月在首相戴维·卡梅伦改组内

阁时已经同意辞职，但因为上星期
赴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关于刚果
问题的一场会议，而将辞职日期推
迟至 11日。

作为外交部政务次官和议会
议员，西蒙兹可获 89435 英镑年
薪，还有权使用 27875英镑经费供
他和家人居住的公寓。

西蒙兹称津贴不够支持在伦敦
生活的说法遭到英国议会经费监督
人员的否认。有人认为，英国明年
将举行新一轮议会选举，西蒙兹是
因为担心明年 5月在议会选举中落
败于独立党而辞职，但西蒙兹对此
予以否认。（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以严防哈马斯打“地道战”

去年全球游客最青睐法国

工资不够花

英大臣辞去政府公职

8月12日是第三个世界大象日，旨在呼吁人们关注身处困境的非洲象
和亚洲象。目前，日益猖獗的偷猎、人象冲突等因素严重威胁着大象的生
存。抵制非法猎杀和象牙贸易、保护人工饲养的大象成为人们共同的目标。
图为2014年6月5日，肯尼亚警方展示在蒙巴萨查抄的象牙。 新华社发

关注第三个世界大象日

抵制非法猎杀和象牙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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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总统马苏姆 8 月 11 日指派副议
长阿巴迪出任新总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
阿巴迪表示支持，并敦促他尽快组成具有包
容性的新政府。

伊拉克现任总理马利基随后发表声明，
拒绝承认马苏姆的指派决定，并指责美国对
阿巴迪的支持为“非法”行为。

阿巴迪与马利基来自同一个什叶派政
党，为何美国与伊拉克政治力量对两人“厚
此薄彼”呢？在伊拉克危机不断升级的当
下，总理职位之争又将让谁渔翁得利？

总理人选争议

阿巴迪来自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党
达瓦党。他 11日在得到马苏姆任命后承诺，
将在宪法规定的一个月内尽力完成组阁工
作。马利基则拒绝承认对阿巴迪的任命，并
决定将采取措施寻求连任。

作为一个对马利基有利的动向，伊拉克
联邦法院 11日裁定，拥有 92个议席的“法治
国家联盟”为新一届国民议会最大党团。马
利基领导的达瓦党是组成“法治国家联盟”
的主要党派之一，他也是“法治国家联盟”的
领导人。

伊拉克宪法规定，总统应指派拥有议会
多数议席的党团提名总理并组建政府。但
问题是，包括“法治国家联盟”在内的多个什
叶派党团在议会中组建了一个名为“全国联
盟”的大党团，它拥有议会 328 个议席中的
170多席。“全国联盟”内部一些什叶派人士
不认可马利基继续连任，因此推选了另一名
总理候选人阿巴迪。

分析人士认为，马利基目前仍是伊拉克
总理，且拥有调动武装部队的权力，因此还
不能完全排除马利基采取强硬手段寻求连
任的可能性。一旦他走出这一步，伊拉克政
局将因此急剧恶化。

为何四面楚歌

现在，除了联邦法院支持马利基，这位
看守总理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库
尔德人团体，逊尼派团体以及一些什叶派人
士，都已经站在了马利基的对立面。

分析人士认为，马利基之所以被抛弃，
是因为不少人认为马利基政府打压逊尼派
的政策是造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S）等极端组织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之
一。而最关键的因素是，很多什叶派议员这
次也不支持马利基。

从外部因素来看，近日，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国家加大对马利基施压，敦促其下
台。有分析人士称，美国政府不愿承认自己
需要为伊拉克的现状负责，因此希望找到一
个合适的“替罪羊”，马利基或许就撞在了枪

口上。美国指责马利基的核心理由，就是称
马利基排挤逊尼派，政府缺乏“包容性”。

内斗对谁有利

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下，伊拉克政府内斗
升级，获利的无疑只能是 ISIS。

今年 6 月初以来，以 ISIS为首的极端武
装相继占领伊拉克北部、西部和东部大片地
区。最近几天，极端武装组织继续在伊拉克
境内推进，并逼近伊北部城市、库尔德自治

区首府埃尔比勒。
尽 管 美 国 已 经 开 始 用 空 袭 手 段 打 击

ISIS，但连总统奥巴马自己似乎都对迅速扭
转战局不抱太大信心。他 9日在白宫发表讲
话说，美军军事行动无法在几周内解决问
题。

分析人士认为，在 ISIS 横行、伊政治体
系面临崩溃的当下，倘若伊对立派别的政治
斗争演化成武装冲突，伊拉克很可能陷入分
裂对抗的大混乱。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后果
不堪设想。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总统逼宫总理 极端武装得利

伊政府内斗 来得不是时候

综合新华社电 由中国提供的抗击埃
博拉疫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于当地时
间 8月 11日分别运抵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
拉利昂。中国支援抗击埃博拉的公共卫生
专家组已陆续抵达上述西非三国。同日，利
比里亚总统府网站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代
表将于本周把埃博拉试验性药物 ZMapp交
给该国。

中方援助物资于 10 日从上海启运，主
要包括医用防护服、消毒药剂、测温仪、药品
等抗击疫情所急需的物资。

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外交部官
员纷纷到机场迎接中方的救援物资，并对中
国政府和人民在抗击埃博拉的斗争中所给
予的支持表达感激之情。

当地时间 11 日下午，中国支援几内亚
的公共卫生专家组一行三人抵达几内亚首
都科纳克里。赴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专
家组也于近日陆续抵达。

赴几专家组组长孙辉介绍说，此次赴非
公共卫生专家组在几内亚的主要任务是协
助使馆对援助物资进行分配，培训当地专业
人员正确使用援助物资，对医疗队进行专业
培训，指导其做好防护措施，并对驻外使领

馆和中资机构成员进行疾病防控培训。
据悉，这是中国首次以公共卫生专家组

的形式提供对外援助。此次赴西非三国的
专家组各由三位专家组成，包括一名流行病
学专家和两名消杀防护专家。

美国马普生物制药公司11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该公司已经应西非某国的请求提供了埃
博拉试验性药物ZMapp，现在这种药物的供应
已经“耗尽”。声明中没有公布具体国名。

而据路透社 11 日报道，利比里亚总统
府网站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代表将于本周
把 ZMapp交货给这个西非国家。

美国两名医疗援助人员在利比里亚感染
了埃博拉病毒，但在使用ZMapp后病情好转，
这让这种试验性药物名声大振。但美国卫生
机构和专家警告说，这种药物尚未进行人体
安全试验，现在要说安全有效为时尚早。世
界卫生组织 12日公布了针对埃博拉试验性
药物的伦理审查结果，认为向病患提供未经
批准的试验性药物合乎医学伦理。

今年 2月以来，几内亚暴发埃博拉出血
热疫情，并逐渐蔓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两
国。截至 8月 6日，西非国家累计报告埃博
拉出血热感染病例 1779例，死亡 961人。

中国援助物资和卫生专家抵非
美本周将把试验性药物交付利比里亚

8月 11日，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隆吉国际机场，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彦博（前排
右二）向塞方交付人道主义物资。 新华社发

由 280辆卡车组成的俄罗斯人道主义援
助车队 8月 12日晨从莫斯科郊外启程，预计
将在两三天内抵达乌克兰东部地区。但乌
克兰同一天表示，不会允许这支俄罗斯车队
进入乌克兰境内，任何援助物资都应该在边
境完成交接。

“这支车队将向乌克兰东部居民运送
2000吨的人道主义物资，这些物资由莫斯科
和周边地区居民募捐。”莫斯科地区一名官
员对俄罗斯新闻通讯社说。

俄塔社援引来自莫斯科市政府的消息报
道说，车队送总重达两千吨的援助物资，包括
谷物、糖、儿童食品、医疗用品、睡袋和发电设
备等。俄塔社报道，援助车队出发地点离乌
克兰东部约 1000公里，路上需要两天时间。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普京的发言人德
米特里·佩斯科夫对媒体说，俄罗斯已经就派

遣援助车队与乌克兰当局达成一致。他还表
示，车队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引导，将经
由与乌方商定的边检站进入乌克兰。

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瓦列里·恰
雷 12日表示，乌克兰不会允许俄罗斯人道主
义援助车队进入乌克兰。他表示，任何救援
物资都应该在乌边境转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车辆运送，并且不能让俄方人员护送。

乌政府一名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在俄
罗斯援助车队是否进入乌克兰境内一事上，
乌俄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乌当局主张，
应该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导一项国际救援
行动，包括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多方参与。

最近几个月，乌克兰政府军和民间武装
在乌东部地区冲突不断升级。冲突导致当
地居民流离失所，物资紧缺，急需外界援
助。俄罗斯在向乌克兰东部提供援助上表
现积极。但乌克兰当局和西方国家一直反
对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地区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物资，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借机“入侵乌
克兰”。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俄罗斯向乌东部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乌克兰提条件：货能进 车不能进

■抗击埃博拉 全球在行动

左图 8 月 11 日，乌克兰顿涅茨克一处
民宅遭到炮击。随着政府军强攻顿涅茨克，
当地居民生活陷入困境。 新华社发

8月 11日，在伊拉克巴格达，伊拉克现任总理马利基的支持者们手举印有马利基形象的海报参加集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沙 8 月 11 日电
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的制裁
与反制裁之争再度升级，波兰水
果、蔬菜等农产品行业将受到明显
冲击，并将波及波兰经济，波政府
正采取各种措施弥补此次纷争造
成的损失。

8月初，俄罗斯停止从波兰进
口苹果等多种水果和蔬菜。该禁
令对波兰的农业市场无疑是个严
重的打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苹
果出口国，波兰超过三分之二的苹
果出口市场在俄罗斯，去年波对俄
苹果出口总额达 2.73 亿欧元。如
果俄罗斯继续对波兰其他食品实

施禁运，波兰今年由此造成的损失
将可达 7亿美元。

作为农业大国，农业遭受的
损失也将冲击波兰经济。据波经
济部预测，今年波兰对乌克兰和
俄 罗 斯 出 口 将 分 别 下 降 40％ 和
20％。

波兰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降低
农 民 的 损 失 及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欧盟已同意波兰提出的对苹
果等果蔬生产商的补贴申请。除
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外，一些波兰人
在社交网络上发起“吃苹果”运动，
呼吁民众多吃苹果，尽量抵消俄罗
斯停止进口所造成的影响。

俄食品禁运冲击波兰农业

新华社开罗8月 12日电 利
比亚国民代表大会 12日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决议，利比亚总统将通过
全民直选产生。

144 名议员参加了当天在利
比亚东部小城图卜鲁格举行的会
议，其中 141人投票赞成全民直选
总统。目前尚未确定利比亚举行
总统选举的具体日期。

利比亚目前尚未设立总统一
职，由议长担任国家元首的角色。
根据战后政治过渡安排，利国民议
会 将 制 定 新 宪 法 并 选 举 产 生 总

统。但由于战后利比亚政治、安全
局势不稳，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就
利比亚未来发展方向存在严重分
歧，国民议会未能在任期内完成上
述任务。本月 4 日国民代表大会
取代了国民议会，成为利政治过渡
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

近来，分别支持宗教势力和世
俗势力的利比亚两派武装无视国
民代表大会的停火决议，在首都的
黎波里、东部城市班加西一带持续
爆发冲突，给利比亚的政治过渡进
程蒙上阴影。

利比亚将全民直选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