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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
"

日在人民大会堂

与新西兰总理克拉克举行会谈! 双

方一致同意" 以两国签署自由贸易

协定为契机" 推动中新全面友好合

作关系达到更高水平!

温家宝说" 近年来中新关系发

展呈现强劲活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

断取得新突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特别是此次如期签署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同发达国家

关系中开创了良好的先例!这不仅对

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也体现了合作

发展#互利共赢的时代潮流!

克拉克说" 中国是新西兰重要

的合作伙伴" 新方从战略高度重视

发展对华关系" 明确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主张加强对华接触合作"支持

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

克拉克说" 新中达成了一个全

面#互利#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特殊的历史性的

时刻! 协定为深化双边友好合作奠

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成为两国关系

的又一重要支柱!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等双

边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并分别致辞!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姜瑜
"

日就美国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提出涉藏决议案回答了

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

洛西近日提出决议案" 呼吁中国政

府停止在西藏的(镇压)"并与达赖

进行实质性对话! 请问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姜瑜说" 美国国会众议院极少

数议员提出的有关决议案" 非但不

去谴责在拉萨打砸抢烧的暴徒"不

去谴责躲在幕后策划和组织这起暴

力犯罪事件的达赖集团" 反而把矛

头指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这完

全是颠倒黑白"用心叵测!

姜瑜说" 至于中国中央政府与

达赖方面的接触"我们的政策是一贯

和明确的! 只要达赖真正放弃(西藏

独立)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

止目前在西藏等地区煽动策划暴力

犯罪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承认

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我们愿意继续接触商谈!

姜瑜说" 我们奉劝美国会有关

议员尊重事实"摒弃偏见"认清达赖

集团的真面目" 体现作为政治人物

的应有责任感" 停止推动有关涉藏

议案"不要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

害中美关系的事!

据新华社首尔
!

月
"

日电 中

国驻韩国大使馆光州领事办公室
"

日确认" 首尔时间
"

日
#

时
!$

分

+北京时间
"

时
%&

分,左右"中国籍

(鲁胶渔
#'"

号)渔船在韩国最南端

岛屿马罗岛以南海域与一艘
()*

万

吨级韩国散装货轮(

+,-./011

)号

相撞后沉没!中国船员
2

人获救"至

少
*

人失踪!

事发后" 济州海洋警察所曾派

直升机前往事发海域搜寻" 但因海

面雾大#浪高"搜寻工作无果而终!

济州海洋警察所已派两艘警备舰赶

赴事发海域继续搜救失踪船员!

(

+,-./011

)号货轮事发时正

前往越南!本月
$

日"一艘中国籍渔

船曾在马罗岛以南海域与韩国籍货

轮(

.34567 ,80

)号相撞后沉没!

新华社专电 伊拉克总理努里-

马利基
"

日向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

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下达最后通

牒"要求他解散麾下的民兵武装(迈

赫迪军)"否则将禁止他们参与伊拉

克政治进程!

伊拉克地方选举将于
(9

月举

行! 政府本月
$

日发表声明"号召所

有派别在地方选举前解除各自旗下

武装! 虽然声明没有提及萨德尔武

装"但它得到伊拉克总统#副总统#马

利基以及其他政治派别领导人的支

持" 被认为是孤立萨德尔的努力之

一!萨德尔领导的什叶派势力也是唯

一不遵守这份声明的政治团体!

伊拉克政府军自
:

月
2$

日开

始与(迈赫迪军)交战!本月
*

日"双

方在巴格达的冲突又使至少
29

多

人丧生!路透社认为"马利基这份最

后通牒势必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美

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名
%'

岁男子因

制造毒品被判入狱
(9

年!法官宣判

后" 这名叫福里斯特-林恩-福乐曼

的男子没有上诉" 只要求在入狱前

与
:9

岁的女友埃米-盖伦在法院举

行婚礼!

罪犯福尔曼如愿与盖伦在法院

举行了结婚仪式!牧师唐-海德在接

到请求后主持了婚礼" 法院工作人

员则承担了仪式筹备工作!

海德说"婚礼场面颇为感人"福

尔曼与盖伦两人都哭了! 仪式结束

后"福尔曼随即入狱开始服刑!

据新华社伦敦
%

月
*

日电 英

国伦敦警方
*

日逮捕了极少数企

图干扰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 (藏

独)分子! 对于(藏独)分子破坏奥

运圣火传递的恶劣行径"许多当地

民众表示十分愤慨"北京奥组委有

关发言人予以强烈谴责!

当地时间
*

日上午
(9

时
:9

分+北京时间
("

时
:9

分,"北京奥

运会火炬在旁观人群的欢呼和鼓

掌声中开始传递! 在传递过程中"

先是有一名(藏独)分子试图抢走

火炬"然后又有两名(藏独)分子企

图扑灭圣火"此后又有数名(藏独)

分子试图阻拦火炬传递"但英国警

方迅速制止了这些干扰行为"使火

炬传递继续顺利进行!

伦敦是本次奥运会火炬传递

的第四站! 据报道"数以万计的民

众等候在火炬传递的道路两旁"兴

高采烈地观看火炬传递和有关表

演!对于极少数(藏独)分子破坏圣

火传递" 许多当地民众都表示气

愤!

伦敦居民卡西-辛说'(西藏一

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些人想要干

扰北京奥运会的举行"这是毫无益

处的! )一个名叫尼克的英国大学

生对新华社记者说"不能把奥运体

育政治化"试图用强行干扰火炬传

递表达其政治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针对伦敦发生的干扰火炬传

递事件"北京奥组委火炬接力中心

新闻发言人指出"奥林匹克圣火是

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象征"它传播

着(和平#友谊#进步)的理念! 今

天"极少数(藏独)分子企图干扰破

坏奥运会圣火在伦敦的传递"对其

恶劣行径"我们表示强烈谴责! 奥

林匹克圣火属于全世界人民"极少

数人公然挑衅奥林匹克精神的行

径是不得人心的"必将激起爱好和

平#拥护奥林匹克宗旨的人们的强

烈愤慨"是注定要失败的!

北京奥运圣火全球传递
%

月

(

日始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将历时
(:9

天" 总里程约
(:)"

万

公里" 是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

传递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

次奥运圣火传递!

欧洲科学家定于今年夏季试验一种超

高速网络" 网速将比现有宽带网快
(

万倍!

超高速网络目前仅用于科研目的"但潜在商

业应用前景不可限量!

英国$泰晤士报&

*

日报道说"使用超高

速网络的好处包括" 数秒内完成电影下载#

数千人同时享受网络游戏#轻松实现高清视

频网聊#彻底告别电脑死机等!

源于核子科学

超高速网络问世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

/68

, 工程息息相关!

/68

是一种大型粒子加速器"可以帮助人类

研究银河# 行星以及地球上生命形成过程!

研究人员估计"

/68

运行一年所产生的数据

需要
$*99

万张光盘来存储"这些光盘摞起来

的高度约合
*)%

万米! 因此"需要建立足够强

大的互联网"将海量数据快速传输至世界各

地的研究中心"实现在线存储!

现有网络电缆和线路设备最初设计用途

是支持电话通讯"因此缺乏高速传输数据的

能力! 超高速网络使用专用纤维光缆和现代

线路设备! 超高速网络眼下已安装
$)$

万个

服务器"今后两年内将增加到
29

万个!

纤维光缆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出发"连

接的线路中心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亚

洲等地! 与超高速网络连接的计算机可以极

快速度传输数据!

超高速网络工程负责人伊恩-伯德说"新

技术将大大提高因特网速度"人们不再需要

使用台式电脑存储信息"将全部依赖网络!

应用前景广阔

一般网民不大可能直接使用超高速网

络" 但许多电信服务商和其他商家已经着手

引进这种前沿技术!

最具前景的应用领域之一是" 为网民开

辟专用下载通道" 使人们能够轻松下载电影

等文件!理论上"人们将来可以在
$

秒钟内下

载一部电影!

此外"超高速网络能为天文学#生物学等

研究领域提供便利! 新技术已经用来帮助研

究对付疟疾的新药" 研究人员利用超高速网

络分析了
()%

亿例化合物" 而一台普通电脑

利用普通网络完成这一工作要花费
%29

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澳

大利亚总督和总理的官邸都坐落在

著名的悉尼歌剧院附近! 澳大利亚

联合新闻社
"

日援引警方的话说"

一名澳大利亚男子
*

日下午从一艘

渡船上跳下" 躲过了警方巡逻船的

围堵"游了大约
*99

米的距离"到达

总督官邸"翻过官邸外墙"跑到院内

的游泳池边"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警方到达现场后" 这名男子按

要求上了岸"最后被戴上手铐!据报

道"他将被起诉!

就在英国公众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火炬接力活动!弘扬奥运精神

之时"极少数#藏独$分子企图用抢

夺%扑灭和阻拦等卑劣手段"干扰

破坏奥运圣火在伦敦的传递&

奥运会是全世界人民的盛大节

日&若以政治偏见鼓噪%怂恿一些极

端组织和个人破坏奥运火炬传递"

那么受损的不仅仅是奥运会" 而是

体现人类崇高理想的奥运精神& 因

此说"干扰和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是

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公然挑衅&

干扰和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是

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径&北京奥运

会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想$的主题口号"反映了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主题"体现了人类世界对

共同美好未来的追求&但是极少数

'藏独$ 分子却处心积虑地干扰和

破坏北京奥运会"把自己摆在了历

史进程的对立面"不自量力&

干扰和破坏奥运火炬传递"违

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 北京获得

奥运会主办权" 是世界各国民主意

志的体现&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是

国际奥委会批准的文化体育盛事"

其'和谐之旅$的主题意在让全世界

人民共享奥运的激情与荣耀" 共建

更加和谐美好的明天& 传递活动开

始后" 受到传递国家和城市人民的

热烈欢迎就是明证&

干扰%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人"

口口声声'民主$%'人权$"但具讽刺

意味的是" 他们的所作所为则是对

民主最大的亵渎" 是对广大火炬传

递活动参与者人权的严重侵犯& 这

种行径"是关心与热爱奥运%崇尚奥

运精神的各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承载着人类的梦想和激情"第

2'

届奥运会的火炬已踏上跨越五

大洲的'和谐之旅$&在有关国家的

共同努力下"奥运火炬正在世界人

民的关注和祝福中一路前行"任何

干扰都遮不住奥运火炬的光芒&反

之"圣火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不

和谐之音"则令世人看清了破坏者

阴暗和卑劣心理的真实面目&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中开创良好先例

我外交部指出美(涉藏决议案)

完全是颠倒黑白 用心叵测

又一中国渔船在韩以南海域失事
2

人获救 至少
*

人失踪

伊总理向萨德尔下最后通牒
要求他解散(迈赫迪军)

韩国又确认一起禽流感疫情

维护至高无上的奥运精神

当地民众喜迎火炬 (藏独)分子蓄意干扰

伦敦警方逮捕圣火传递破坏者

美国'

罪犯在法庭举行婚礼

澳大利亚'

一男子闯入总督府游泳

欧洲今夏试验超高速网络

!秒钟可下载一部电影

黑山独立后首次总统选举

武亚诺维奇赢得连任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

月
"

日电 以色列总

理奥尔默特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

斯
"

日同意重启此前暂停的和谈进程" 力争在

年内达成和平协议" 实现双方在安纳波利斯中

东问题国际会议上作出的承诺! 双方领导人还

同意恢复每两周一次的定期会晤!

奥尔默特和阿巴斯当天在奥尔默特位于耶

路撒冷的官邸举行近一个半月以来的首次会晤!

在以色列
:

月初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行动打死

约
(:9

名巴勒斯坦人后" 阿巴斯宣布暂停和谈

及定期会面!

据悉" 巴方在会谈中提出犹太人定居点建

设#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人道主义事务等问

题"而以方则对安全表示担忧"呼吁巴方遏制武

装人员袭击活动!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

月
"

日电 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

日否认加沙地带的

巴主要武装派别已经同意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

箭弹! 哈马斯发言人法齐-巴尔胡姆表示"巴方

抵抗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是一项 (合法权利)"哈

马斯不会停止对以方的占领行为作出反应!

"

日" 加沙地带两个巴武装派别又声称向以色列

发射了
$

枚土制火箭弹!

以巴同意重启和谈
哈马斯否认不再向以发射火箭弹

!

月
"

日" 一名日本
#$$

通讯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东京展示香味发

生器的样机& 使用者可用手机在该

公司的服务器上下载芳香配方"并通

过红外线发送到香味发生器上"内置

有
%&

种芳香原料的发生器便能够

发出用户想要的香味来& 新华
'

法新

香味发生器

!

月
&

日"黑山现任总统%执政的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候选人武亚诺维

奇在首都波德戈里察向他的支持者挥手致意&武亚诺维奇
&

日晚宣布"他

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胜出"实现连任& 此次选举是黑山
299*

年
*

月

独立以来的首次总统选举& 新华
'

法新

"!

月
&

日"英国伦敦警方逮

捕了极少数企图干扰破坏奥运圣

火传递的'藏独$分子& 新华社发

##########################

$!

月
&

日"刚刚抵达智利拉卡莱拉的巴勒斯坦难民向当地居民挥手& 根据联合国难

民署
()*"

年批准的一项计划"生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难民营的
%%"

名巴勒斯坦人将

分批移居到智利定居生活& 当日"首批
+,

名巴勒斯坦难民抵达智利& 新华
-

法新

!

月
&

日"在希腊雅典"近
(***

人骑车参加抗议活动"要求政府为

骑自行车者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

并允许将自行车带上地铁和火车&

新华
'

法新

希腊自行车族游行

%!

月
&

日" 一名巴勒斯坦男孩的尸体被

放置在加沙一所医院的太平间里& 以色列国防

军
&

日在加沙地带中部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

生交火"导致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丧生"另有两名

巴勒斯坦人受伤& 新华社发

智利迎来首批叙伊边境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

以巴交火 一名男孩死亡

&

国际时评

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
"

日确认" 近日发生在全罗北道井邑市一家种鸭

场的禽流感疫情"由
./#%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引发& 此前"距离这家种

鸭场约
2"

公里的一家种鸡场"在
:

日被确认出现
6$-(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病毒引发的疫情& 图为卫生部门人员在种鸭场附近喷洒消毒液& 新华
-

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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