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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 9月 1日电 中俄东
线天然气管道俄境内段开工仪式 1日在俄
罗斯萨哈共和国举行。分析人士认为，作
为中俄能源合作“火车头”，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的开工是落实《中俄东线天然气合
作项目备忘录》的奠基石，显示中俄天然气
合作正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有计
划、按步骤地实施。

合作成果丰硕

中俄两国政府今年 5月 21日在上海签
署《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俄气）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
购销合同》。根据合同，从 2018年起，俄罗
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
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 380亿
立方米，累计合同期 30年。

“两国能源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
缘 优 势 。 中 俄 山 水 相 连 ，毗 邻 而 居 。
铺 设 能 源 管 道 直 来 直 通 ，无 需 绕 路 ，大
大 减 少 了 资 金 和 能 源 的 不 必 要 浪 费 。”
中 国 驻 俄 大 使 李 辉 接 受 新 华 社 记 者 专
访时说。

李辉认为，两国能源合作具有很强的
互补性和互利性。俄罗斯是能源生产和出
口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全球
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在煤炭、核电等领域
具有雄厚的基础。中国则是能源消费大
国，石油进口、原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均居
世界前位。

2013 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 2435
万吨，煤炭 2728 万吨，电力 35 亿千瓦时。
作为中俄两国迄今最大的技术经济合作工
程，田湾核电站 1期项目（1号和 2号机组）
已经投入试运行，2期工程 3、4号机组已开
工建设。

项目稳步推进

多年参与中俄能源合作项目谈判的中
国驻俄使馆经济参赞张成武对新华社记者
说，自今年 5月双方签订供气合同后，俄方
马上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中俄双方对届
时实现供气均充满信心。

目前，恰扬金气田设备安装、“西伯利
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建设和阿穆尔天然气

加工厂项目都在紧张筹备当中。
作为对华供气的主干道，“西伯利亚力

量”天然气管道西起伊尔库茨克州，东至俄
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近
4000 公里。管道连接俄罗斯东西伯利亚
的科维克金气田和恰扬金气田，设计年输
气量为 610亿立方米。

这一项目施工中使用的管道大部分在
俄罗斯国内生产。约有 11700名俄专家参
与“西伯利亚力量”第一阶段工程，另有
3000名工人负责管道安装。

今年 8月 1日，首批“西伯利亚力量”天
然气管道大口径输气管交付俄罗斯萨哈

（雅库特）共和国连斯克。这批输气管总重
2400吨，它们将被用于“西伯利亚力量”天
然气管道工程恰扬金气田——连斯克段的
管道建设。

此外，俄气目前已经开始在伊尔库茨
克州科维克金气田的钻探工作。俄气的全
资子公司俄气地质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达维多夫说，勘探开发科维克金气田是
落实《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框架下的重
点项目之一。科维克金气田将成为“西伯
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运输工程中的重要
一环。

未来效益可期

据俄方初步估算，中俄东线输气管道
工程俄境内施工段投资约 550亿美元。张
成武表示，管线建设中及建成后对双方都
会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对如何运作和完善
跨境产业链具有示范作用。

对俄方来说，工程推进中涉及的施工
设计、管材采购、生产、运输、安装将给相关
行业企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市场，进
而带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有助于俄方实
现其开发远东的战略目标。

对中方来讲，中俄东线输气管道工程
不光带动管道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在使用
清洁能源天然气后，将极大缓解东北、华北
地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管道
沿线区域生态环境，对沿线地区可持续发
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俄气总裁米勒说：“俄中天然气领域合
作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巨著，这一项目（中俄
东线供气）掀开了这一巨著的首页，其他的
精彩篇章还有待我们继续书写。”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境内段开工

中俄能源合作“火车头”启动

伊拉克安全部队 8 月 31 日打破极端武
装“伊斯兰国”长达两个月的封锁，攻入伊拉
克北部城镇阿迈尔利。有媒体报道，这是伊
拉克中央政府数月以来在对“伊斯兰国”的
战斗中取得首场重大胜利。

阿迈尔利镇镇长阿德尔·巴亚提和多名
伊拉克军官说，在民兵武装的支持下，伊拉
克安全部队在阿迈尔利镇东部击败了“伊斯
兰国”武装。目前，交火仍在阿迈尔利镇北
部地区继续。

巴亚提说：“在突破封锁后，安全部队和
民兵目前已经进入阿迈尔利，这肯定能减轻
居民的苦难。”

伊拉克安全部队发言人卡西姆·阿塔
说：“我们的部队进入阿迈尔利，打破了封
锁。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

阿迈尔利镇居民阿米尔·伊斯梅尔通过
电话对记者说：“我现在能够在街上看到伊
拉克军队的坦克。我非常高兴，我们能够摆
脱‘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他们曾威胁屠杀我
们。”

阿迈尔利镇位于伊拉克北部萨拉赫丁
省，自今年 6 月开始被“伊斯兰国”武装包

围。被困居民超过 1.5 万，多数属于什叶派
土库曼人。此前，联合国秘书长伊拉克问题
特别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警告说，如果
不立即救援，当地居民可能会遭到屠杀。

法新社报道，伊拉克安全部队 8月 30日
开始对包围阿迈尔利镇的“伊斯兰国”武装
发起攻势。此前，伊安全部队已经做了多天
准备，包括调动部队和发动空袭。

美国五角大楼 8月 30日宣布，美军在阿
迈尔利地区进行了 3次空袭行动，这显然意
在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地面行动。此外，
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还向阿迈尔利
镇空投了救援物资。

媒体报道，虽然伊拉克政府军队此次成
功攻入阿迈尔利镇，但并未能扭转在地面战
场上与“伊斯兰国”僵持的局面。目前，“伊
斯兰国”仍然控制着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
地区，以及邻国叙利亚的一些地区。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8 月 31 日，在伊拉克北部萨拉赫丁省
阿迈尔利镇，伊拉克安全部队士兵和什叶派
民兵喊口号庆祝攻入该镇。 新华/美联

击败极端武装 解围北部城镇

伊政府军“剿匪”首获大胜

乌克兰政府军发言人 8 月 31
日说，政府军一艘边境巡逻船在亚
速海执行任务时遭民间武装地面
炮击。这是乌克兰局势今年 4月恶
化以来，战火首次蔓延至海上。

亚速海是一个内陆海，西面
为克里米亚半岛，东面为俄罗斯，
北面是乌克兰，通过刻赤海峡与
黑海相连。

乌克兰政府军“反恐战争”发
言人阿列克西·德米特拉什科夫
斯基说，这场海上袭击发生于当
地时间 8 月 31 日下午。不过，他
没有给出更多详细信息，包括事
发时巡逻船上共有多少人。

德米特拉什科夫斯基说，政
府军已派出搜救人员前往事发地
展开救援。（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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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民间武装打响“海战”

环球时讯
GLOBAL PRESS

以色列民事管理局8月31日宣
布，把约旦河西岸约 400公顷土地
划归“国有”，这一举动被民间权益
组织视作建设永久定居点的铺垫。

按以色列法规，在宣布土地国
有化的 45 天内，任何可能的私有
权属人可以提出异议。目前已有
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片土地为巴
勒斯坦人所有，他们在这里种植了
橄榄树。

以色列电台说，以方国有化土
地是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武装人员 6 月绑架并杀
害 3名以色列青年的报复。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

巴斯的发言人纳比勒·鲁代纳呼吁
以色列撤销土地国有决定。“这一
决定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只
会使加沙战后局势更为紧张。”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务
院官员也表示，“美方一直以来均明
确反对（以色列）继续定居点行动”。
以色列政府应改变决定，这类做法
只会对巴以和谈产生负面影响。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阻碍巴
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
在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
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此后
开始在这些地区修建犹太人定居
点。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把约旦河西岸大片土地划归“国有”

以“占地”行动遭批

据新华社开罗 8 月 31 日电
利比亚民兵武装“利比亚黎明”的
一名指挥官 31 日透露，该武装已
经占领位于首都的黎波里的美国
驻利比亚大使馆。

这名指挥官说，“利比亚黎明”
武装自上周起便已进入美国使馆，
并负责“守卫”美国使馆的安全。

针对网上流传一段利比亚男子

在美国使馆游泳池玩耍的视频，美驻
利大使琼斯回应说：“这段视频似
乎是在使馆住宅区拍摄的。”

由于利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
化，美国 7 月 26 日关闭驻利比亚
使馆并撤离了所有人员。美国国
务院表示，关闭驻利比亚使馆是
暂时的，等利比亚安全局势好转
后，美国使馆人员将重返利比亚。

利民兵武装占领美使馆
在游泳池里尽情玩耍

8月 31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美国大使馆，一名民兵武装组
织成员做出胜利手势。 新华/法新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 31日电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大脑中的“前
额叶背外侧皮层”可能是人们诚实
与否的“开关”。一旦这个脑区受
损，人们便倾向于因为私利而说谎。

为了解人类的大脑如何权衡
诚实的利弊，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
朱露莎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助理教授徐明等人研究了两
类在大脑前额叶有损伤的病人，一
类是前额叶背外侧皮层有损伤，另
一类是眼眶额叶皮质有损伤，还有
一组大脑没有受伤的人作为对照
组。这些人参与了一个叫做“信号
游戏”的实验。

实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实
验中，参与者面临两个选项：要么

自己获利更多，要么他人获利更
多。大部分参与者选择自己获利
更多的选项。第二部分实验中，参
与者面临同样两个选项，但他们不
能直接做出选择，而是需要向另一
位参与者发送一条信息，告之哪个
选项回报更多，说服其作出选择。
如果说真话，发信人将获利较少；
如果说假话，发信人将获利较多。

研究表明，大脑没有受伤的人
往往更愿意说真话。而前额叶背
外侧皮层受损的人行为模式有所
不同，一旦诚实与私利相矛盾，他
们更多做出不诚实的抉择。朱露
莎说：“这一结果说明前额叶背外
侧皮层这一负责认知控制的重要
脑区，也许是诚实行为的‘开关’。”

大脑里有说谎“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