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首批外国

救援人员
!"

日进入缅甸遭受强热

带风暴!纳尔吉斯"袭击的重灾区

伊洛瓦底三角洲#开始评估灾情$

首批进入重灾区的外国救援

人员为救援专家组$ 他们并不会立

刻开始向受灾群众提供救助$ 他们

的工作是评估伊洛瓦底三角洲的

受灾情况#以确定救援计划$ 与他

们一道前往的还有大队缅甸救援

人员$

!纳尔吉斯" 本月
!

日袭击缅

甸# 造成约
"#""

万人死亡#

$#$%

万

人失踪#另有约
&#%'

万人受伤$ 根

据联合国评估#风暴共造成
!'(

万

人受灾# 在受灾最重的
&$

个城镇

中#得到救助的群众只占
!)*

$

除了允许第一批国际救援人

员进入重灾区外#缅甸政府还加快

了对救援人员签证申请的处理速

度$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

秘书长约翰%霍姆斯
!"

日说#联合

国迄今没有发现缅方在向外国救

援人员发放签证上有!刁难之处"$

联合国此前呼吁国际社会向

缅甸提供
!#+&

亿美元的紧急援

助$ 联合国方面
!"

日宣布筹到其

中大约
,+*

的款项$联合国人道主

义协调办公室当天说#至
!,

日#包

括联合国筹得款项在内#国际社会

向缅甸许诺的援助已达
!#))

亿美

元$

缅甸政府此前估计#热带风暴

带来的损失高达
&++

亿美元$

评估具体受灾情况 确定后期救援计划

首批外国救援人员进入缅重灾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一国可以对距其海岸线
!"#

公

里以内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

由于尚无证据表明任何一国大

陆架延伸至北极#因此北极点及

附近地区不属任何国家#北极点

周边为冰所覆盖的北冰洋被视

为国际公海$

$%&'

年!南极条约"生效#冻

结了各国对南极主权的争夺$但有

关北极问题#时下尚无类似条约$

北极地区周边各国多在相

关地理概念上做文章#导致领土

争端事件频发$

比如丹麦正在搜集证据#希

望证明北极罗蒙诺索夫海岭与

格陵兰岛连在一起#为丹麦对北

极资源拥有合法权利提供依据$

俄方科考活动的高潮是#俄

国家杜马副主席奇林加罗夫去年

(

月
)

日率领科考队员乘深海潜

水器从北极点下潜至
*+##

多米

深的北冰洋洋底# 在洋底插上一

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

俄罗斯的这一举动引发北极

地区领土争端的新一轮升温$美国

随即派出科考队前往北极地区#加

拿大宣布计划在北冰洋水域建设

军事训练中心和深水码头$

专家认为#北极地区蕴藏丰

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物和渔业

资源$ 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北极

地区领土争端也将愈演愈烈$

!据新华社电"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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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说# 瑞典和冰岛等

北极地区周边国家和环保组织未

参加这次会议$

环保组织呼吁建立类似 &南

极条约'的更严格国际规则#指责

一些国家抢夺北极地区控制权的

行为将危及当地生态环境$

国际问题专家说# 北冰洋受

全球变暖影响冰层消融将造成严

重生态问题#从另一方面说#可能

将进一步加剧各方对北极地区领

土争夺$因为冰层消去之时#也是

沉睡在北极冰川下面的丰富资源

日益显露之日$

专家评估说#随着全球变暖进

程#北极地区可能成为全球四分之

一未开采石油能源的储存地$

!气候变化是北极地区重要

问题之一$冰层融化#先前无法触

及的交通航线和自然资源正敞开

大门$ "丹麦外交大臣默勒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伦恩

!,

日起身赴丹麦前说#加拿大

将捍卫它在北极地区相关海域

的领土主权$

加拿大广播公司援引伦恩

的话说(!各国之间如今有不少

合作# 但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有

强劲表现也具重要意义$ "

加西通讯社的报道说#加

总理斯蒂芬%哈珀本人为加政

俄外长拉夫罗夫
!"

日在丹

麦首都哥本哈根说# 俄方在北极

点附近的北冰洋底插俄罗斯国

旗# 不应视为对北冰洋提出领土

要求# 同时重申俄方将遵守相关

国际规则$

俄科考队员
!++"

年
-

月
!

日

乘深海潜水艇#在北极点附近下潜

至
'+++

多米深的北冰洋洋底#插

上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

此举令北冰洋周边国家对北极地

区的领土争论骤然升温$

拉夫罗夫
!"

日把插旗事件

与美国宇航员
&%,%

年把一面美

国国旗插上月球的宇航事件相类

比$

!这不是领土要求#" 拉夫罗

夫说#!重要的是# 北冰洋沿岸五

国应传递明确信号# 它们愿意在

国际法的基础上合作$ 这一基础

牢固# 且足以解决北极地区内现

有的所有问题$ "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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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

席贾庆林
!-

日在北京分别会见

了韩国总统李明博$

温家宝首先感谢韩国政府和

人民对中国抗震救灾给予的关心

和援助$温家宝说#中韩是友好邻

邦# 同为本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

国家$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有

利于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东北亚

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中方愿与韩

方一道# 为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

涵做出不懈努力$ 中韩经贸合作

成果丰硕#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要加紧中韩自贸区建设的研究和

商谈# 力争更大规模实现互利共

赢$

李明博表示# 韩方对中国地

震灾区的援助表达了韩方作为中

国友好近邻的真诚心愿# 韩方愿

尽力向中方提供必要协助$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也会见了李明博$李明博说#韩中

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

两国关系进入全面) 实质性发展

的新时期#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此

访期间他将专程赴四川灾区慰问

灾区人民$ 他还表示将出席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

温家宝贾庆林分晤李明博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

日从中国红十字会获悉#

截至
!"

日晚# 自
$

月
!+

日陆续

抵达四川地震灾区的俄罗斯)日

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国际医疗队#

已累计诊治伤病员
!'&+

人次$

据介绍# 俄罗斯派出的医疗

队
,"

名队员作为!

$

%

&!

"地震后

抵达灾区的首支国际医疗队#

!&

日在彭州正式开展工作#截至
!"

日晚# 俄罗斯医疗队累计诊治伤

员
,)$

人次#手术
,-

例#住院病

人
&-,

人次#心理干预
&-,

人次$

日本派出的
!)

人医疗队于

!!

日正式开展工作#他们主要是

配合成都华西医院进行救治伤病

员工作# 截至
!"

日晚# 已诊治

$"$

人$

意大利医疗队
!+

人于
$

月

!'

日在绵竹市孝德镇开始了正

式医疗救治工作$ 截至
!"

日晚#

意大利医疗队已救治近
$++

名伤

病员$

中德红十字会战地医院于

!,

日在都江堰正式开诊#截至
!"

日晚#已接诊近
"++

人$

四国医疗队已诊治 !"#$人次

一些外国媒体近日继续关注

四川汶川大地震# 积极评价中国

的抗震救灾工作# 并认为抗震救

灾让中国社会空前团结$

日本!富士产经商报"

)(

日刊

登日本危机管理学会理事长原田

泉的文章#对中国在汶川大地震发

生后的危机管理给予积极评价$文

章说#中国政府在这次地震危机中

采取的应对措施非常及时$温家宝

总理在地震发生后两小时就赶赴

灾区# 到达成都后又前往震中地

区#发出抗震救灾的号令$ 媒体的

有关报道不仅有效阻止了谣言的

产生#而且使政府得到了民众的支

持#促进了民众的团结$

文章说# 救灾物资的运送也

非常及时$包括疾病防控在内#政

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比过去要

完善很多$此外#许多志愿者也活

跃在救灾一线# 的确让人感到中

国的现代化和进步$

马来西亚!国际时报"近日发

表题为!在悲伤中奋起的民族"的

文章说# 全中国人民在面对汶川

地震灾难时所表现的沉着% 稳定

的作风# 为中华民族赢来全世界

的崇高赞赏$文章说#汶川发生大

地震的两小时内# 中国总理温家

宝已经在飞机上#前往灾区$他在

面对遭遇灾难的儿童时# 一再鼓

励其坚强起来#勇敢地活下去$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到灾区指挥

救灾工作$他爱护人民#关心救灾

情况和指挥部队救灾工作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章说#汶川大地震后#中华

民族在面对灾难时展示了团结%

合作和奉献$ 中国在震灾中的表

现不但赢得举世的称赞# 也展现

了民族的奋起$

法国 !世界报"

)"

日发表文

章说# 这次地震让中国社会空前

团结$ 地震灾害激发了全体中国

人民的感情# 团结一致的浪潮席

卷了各个阶层的民众# 人们的捐

赠热情高涨$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海外媒体(

抗震救灾让中国空前团结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月

!'

日至
!-

日# 中美第十四次人

权对话在京举行$这是自
!++!

年

以来双方首次举行对话$ 中国外

交部部长杨洁篪和部长助理刘结

一分别会见和宴请美方代表团$

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吴海龙和美国

国务院民主) 人权与劳工事务助

理国务卿克雷默主持对话$

双方介绍了各自人权领域新

进展#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反

对种族歧视) 联合国人权领域合

作等问题广泛) 深入地交换了意

见$ 双方一致认为对话坦诚)开

放# 富有建设性# 增进了相互理

解#有助于缩小分歧#有利于促进

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美方代表团还走访了中央

统战部 )司法部 )国家宗教局 )

国家民委 )国务院新闻办 )藏学

研究中心等 # 并与外交学院师

生座谈$

中美举行第十四次人权对话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马和励
!"

日在北京表示#联合国已准备好为

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受灾群众在灾

后安置和重建方面提供长期支持$

马和励于
!'

日跟随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走访了位于汶川大地

震震中的映秀镇#他表示(!灾后的

修复和重建工作需要我们在接下

来的数月甚至数年的长期关注$ "

据联合国相关负责人士介绍#

联合国提供的大量灾区急需的物

资#如帐篷)被褥)卫生用具及食品

等正源源不断地被运往灾区$

两批共
!!"""

顶帐篷于近日

被送往灾区$ 同时#更多援助物资

也将被陆续送达#这包括
&++

吨用

于救急的卫生用具和营养物资)移

动厕所)儿童衣物)学习用品#还有

用于帮助学生复课的帐篷$

联合国灾难管理小组主席魏

英瑛表示(!联合国将尽其所能帮

助那些受到地震灾害严重影响的

人们$ "

联合国表示(

长期支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

环球时讯
!"#$%" &'())

#抗震救灾!海外动态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韩国总统李明博
!-

日表示#韩中两

国面临着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所带

来的挑战和机遇# 两国应在谋求实

用) 重视实质和提倡实践的基础上

实现双赢发展# 韩中经济合作应当

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李明博在
!-

日举行的韩中经

济界午餐演讲会上致辞说# 韩国希

望不仅在制造业# 而且在软件)金

融)信息通信)流通等知识经济服务

领域也同中国加强合作$他指出#由

于全球石油) 原材料和粮食价格飞

涨#韩国和中国都面临着共同难题#

因此# 希望两国在核能等新能源开

发上进行合作# 实现向绿色产业和

能源节约型产业结构的转型$ 他还

表示希望在全球环境保护和气候变

化等领域同中国开展合作$

李明博说#韩中两国自
&%%!

年

建交以来# 双边交流取得了快速的)

史无前例的发展#在短短十几年间双

边贸易额增长了
!$

倍# 中国已成为

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投资对象

国$ 他表示#韩中两国正就韩中自由

贸易区进行可行性研究#如能够朝着

双赢的方向达成意见#那将为未来东

北亚经济圈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李明博在致辞中对四川汶川大

地震中的遇难者再次表示了深切哀

悼# 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慰问$ 据

悉#大韩商工会议所)韩中民间经济

协议会会长孙京植代表韩国经济界

于
!"

日向中国地震受灾地区捐款

约
!++

万元人民币$

李明博还表示# 从韩国举办奥

运会的经验来说# 中国举办奥运会

可以提升国家的地位和形象# 成为

促进中国发展的契机$!作为韩国的

总统# 我将先于他人参加这次在友

好邻邦举行的奥运盛典开幕式$ "

应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韩国总

统李明博
!"

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

中国进行为期
'

天的国事访问$ 国家

主席胡锦涛
!"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同韩国总统李明博举行会谈$ 两国元

首一致同意#顺应两国关系发展的现

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将中韩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开创中韩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李明博出席韩中经济界午餐演讲会

韩中经济合作呼唤质变

据新华社纽约
#

月
!%

日电

由于市场担心高油价将影响国际

原油市场需求#国际油价
!"

日大

幅回落# 纽约市场油价收于每桶

&!%

美元以下$

当天#纽商所
"

月份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

美元#比前一个交易日下

跌了
)#)'

美元$ 伦敦国际石油交

易所
"

月份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

油期货价格每桶下跌
'#+,

美元#

收于
&!-#)&

美元$

国际油价
重回 %&'美元以下

据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

电 美国宇航局
!"

日说#!凤凰"

号探测器传回了它记录的第一份

火星天气报告#包括火星气温)气

压和风速等$

美国宇航局说# 目前传回地

面的数据是对火星天气连续
&-

小时监测的结果$根据这些数据判

断#火星目前天气晴朗#着陆点周

围环境的最低温度出现在清早#为

零下
-+

摄氏度#最高温度出现在

下午#为零下
)+

摄氏度$平均气压

为
-#$$

毫巴 *

&

毫巴为
&++

帕斯

卡+# 不到地球上海平面气压的百

分之一$ 风速为每小时
)!

公里$

#凤凰$开报
火星天气

新华社专电 印度尼西亚能

源部长普尔诺莫%尤斯吉安托罗

!-

日说#印尼计划退出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因为国内石油

产量和石油业投资下降已令印尼

难以实现石油自给$

尤斯吉安托罗说# 目前状况

下# 印尼再留在欧佩克里已没有

意义$

!尽管我们有时是石油净

进口国 # 有时又能成为石油净

出口国 #但 *总的来说 +我们是

*石油+消费国$ "美联社援引尤

斯吉安托罗的话说 #!印尼将退

出欧佩克$ "

石油难以自给
印尼欲退出欧佩克

新华社专电 在日本神奈川

县横须贺市驻日美军基地驻扎

&+

年后#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

!-

日启程返回美国$ 这标志着美

国海军最后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即

将退役$

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
!-

日

上午
%

时左右 *北京时间
-

时+#

排水量约
-#!

万吨的!小鹰"号缓

缓驶出横须贺基地码头$

!小鹰" 号将驶往夏威夷#在

那里与接替它的 !乔治%华盛顿"

号核动力航母开始交接工作$

驻日值班十年
%小鹰&退休返美

这次会议由丹麦政府倡

议# 由丹麦外交大臣佩尔%斯

蒂%默勒和丹麦格陵兰自治政

府主席汉斯%埃诺克森共同主

持$路透社说#丹麦希望敦促各

国遵守联合国有关北极地区领

土归属的相关规定# 并在会后

签署共同声明# 承认联合国对

于各种领土争端的裁决权$

这次会议除关注领土争端

外# 还将讨论五国如何就北极

地区意外事件和海上军事安全

开展合作$

冰盖消融资源日显 有关各方争夺加剧

五国会商北极领土争端

北极地区周边丹麦"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和挪威五国高官
!"

日在格陵兰岛举行会议#商讨如何解决北极领土归属争端$

丹麦'

应服从联合国
俄罗斯'

插旗不是争领土
加拿大'

重申领土主张
环保组织'

呼吁更严厉管制

!

月
"#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北京小学#的学生们在悼念活动现场

为死难者献上一首专门创作的诗歌$当日!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举行悼

念活动!追悼中国汶川大地震和缅甸强热带风暴的遇难者$ 新华社发

非洲发展
东京国际会议开幕

为期
!

天的第四届 "非洲发

展东京国际会议%

"#

日在日本横

滨开幕!来自非洲
$"

个国家的代

表出席$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会

上承诺扩大对非援助$ 新华社发

府的北极地区行动计划冲锋在

前# 期望以数以十亿美元计资

金增强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军

事安全和科研力量$

制图
.刘竞

俄罗斯北极点插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