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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着眼核安全

近年来!随着全球核电产业的快速
复兴和发展!以及核材料"核技术的应用
更加广泛! 核材料扩散和流失的风险
也在加大# 同时!恐怖分子和跨国犯罪
组织获取"非法贩运核材料!甚至制造
核恐怖事件的风险不容忽视$

因此!本次核安全峰会受到各方广
泛重视$有关与会国家希望借助峰会的
契机!%开展关于核安全威胁性质的讨
论!确定能一同实施的步骤!确保核材
料安全!打击核走私!威慑&发现并阻止
核恐怖主义企图$ '

据悉!峰会有可能重申各国确保各
自领土上核材料安全的责任!加强打击
核材料走私与盗窃的机制与行动等$有
评论认为!如果各国承诺采取最高级别
的核安全措施!将对全球核安全与扩大
核能和平利用产生重大影响$

核隐患不容忽视

联合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前副秘书
长达纳帕拉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核安
全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核恐怖
主义威胁!二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
始发展核能!原本应用于和平用途的核
材料与核技术可能被转用于军事目的#

达纳帕拉说! 应像禁止生物武器与
化学武器那样缔结)禁止核武器公约*$

!""#

年
$

月!美国空军一架
%&'!

型轰炸机误挂多枚核弹头飞越大半个
美国+

!""$

年
#

月!美国空军一支导弹
部队

(

名军官携带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密码值班时睡着!严重违反核武器安全
管理守则$主要研究方向为核武器政策
与危机化解方式的美国犁头基金会主
席奇林乔内认为! 无论是出于事故"有
意还是未经批准的使用!这些核武器都
能造成极大的破坏$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中国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参加了峰
会的筹备进程$希望此次峰会能够进一
步凝聚国际共识!提高各国对核安全问
题的重视! 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从
而确保核材料及核设施安全!有效防范
核恐怖主义!为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和经
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
出贡献$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表示!国
家主席胡锦涛将在核安全峰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多边
场合专门就核安全问题发表看法$胡主
席的讲话将针对当前国际核安全形势!

阐述加强核安全对于保障核能持续健
康发展及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
意义!介绍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的政策
和实践!并就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当前核
安全挑战提出中国的主张$

美国总统奥巴马
))

日对即将在华
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表示乐观!他说
各国将在确保核材料安全的承诺和具
体步骤上%取得巨大进展'$

奥巴马对与会各国领导人在确保
核材料安全上所显示出的承诺力度和
紧迫感感到高兴$ 他在当日会见南非总
统祖马前说(%我们认为我们能在这方
面取得巨大进展$ '

奥巴马还说!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
来看!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是恐怖组织
获得核武器$ 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制订
非常具体的时间表和工作计划!以实现
确保核材料安全的目标$

美国官员说! 本届核峰会所动用
的安保人员规模和涉及范围 %惊人'!

不会给试图威胁与会领导人安全者留
下任何可乘之机$

据华盛顿市长阿德里安,芬蒂介
绍! 峰会期间华盛顿部分街区将实行
封锁!一些地铁站关闭!公共汽车改线
路!一些地区禁止停车!会议召开地点
附近将设立多个检查点$ 安全人员将
驾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海岸警卫队
在附近水域巡逻$

华盛顿市警长凯西,拉尼尔说!安
保工作将包括%有形'和%无形'两种方
式$ 出于安全考虑!他拒绝给出安保人
员的具体数量$

安保升级可能给当地市民带来麻
烦!拉尼尔呼吁民众予以配合$ %请对
我们有些耐心$ '他说 !%华盛顿是世
界级城市$ 我想!我们会把它办好$ '

!图文均据新华社"

自我辩解

巴基耶夫当天在位于吉南部贾拉拉巴德
市郊的家乡捷伊特村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是
他

#

日逃离首都比什凯克后首次在公开场合
露面$ 与巴基耶夫一同现身还有其弟弟"担任
总统卫队长的扎内别克,巴基耶夫$

巴基耶夫说!他已同一名联合国特使%谈
话'!要求联合国向吉北部即%临时政府'控制
地区派维持和平部队! 以阻止当地局势持续
混乱$

不过!巴基耶夫说!如果%临时政府'邀请
他!他愿意回到谈判桌前$

巴基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 在比什
凯克等地

#

日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中! 自己没
有下令向反对派示威者开枪$

巴基耶夫辩称! 他相信示威者开了第一
枪$ %当时!一名狙击手故意朝我-办公室.的
窗户开枪!只是没有击中我$ 安全部队自然开
枪还击$ '

准备游行

%临时政府' 第一副总理阿坦巴耶夫
)!

日在比什凯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临时政
府'准备对巴基耶夫实施特别行动$ 但他并没
有说明%特别行动'的具体内容以及何时实施$

针对%特别行动'这一说法!巴基耶夫告
诉媒体记者(%让他们来抓我吧! 让他们来杀
我吧$ 我相信这将导致大量流血事件$ 届时!

没有人能为自己开脱$ '

巴基耶夫
)!

日结束新闻发布会后在支
持者集会上发表演说!给数千名支持者打气$

他说! 自己仍是吉尔吉斯斯坦合法总统!%没
有人有权让我下台'$

%我有理由藏起来$ 正如你们所知!有人
以武力夺取政权//'他说!%这不是革命!而
是夺权'$

巴基耶夫告诉媒体记者! 他的支持者定
于

)(

日起在贾拉拉巴德市和奥什市发起支
持自己的游行示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

+,-

. 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
&

卡恩
))

日发表声明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做好携手欧
元区国家救助希腊的准备$

卡恩是就欧元区
).

国财长敲定希腊债务危
机详细救助计划后发表这一声明的$

))

日早些时
候! 欧元区财长商定了救助方案进一步细节!同
意在必要情况下第一年拿出

(""

亿欧元资金支
持希腊$

卡恩在声明中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做好
联手救助准备!将按照希腊政府提出的救助需求
和程度通过一项数年救助机制展开救助$ 他还表
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出的工作小组将于

*

月
)!

日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同希腊政府&欧
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代表举行会谈!就救助具体
事宜交换意见$

据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
奥利,雷恩透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金额
有望达到

)'"

亿欧元$ 这意味着希腊救助机制涉
及资金总额将达到

*'"

亿欧元之巨!是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多边救助机制$

欧元区财长
))

日就希腊救助方案细节达成
一致后!希腊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季努仍表示!

到目前为止希腊还没有要求启用该救助机制$ 欧
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当天说!希腊并没
有要求启动这套救助机制!欧元区财长进一步敲
定细节只是作为预案!以平息市场担忧!是否真
正需要救助将由希腊提出$

由于多年来存在财政问题!希腊政府在遭遇
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债台高筑! 引发债务危机$

!""/

年希腊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升
至

)!0#1

!远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
(1

上限$

据新华社莫斯科
*

月
)!

日电 俄罗斯卫生
和社会发展部长戈利科娃

)!

日在莫斯科说!俄方
已结束对波兰总统专机失事遇难者的法医鉴定工
作!遗体认领工作将全面展开$

戈利科娃当天在会见波兰卫生部长科帕奇时
说!遇难者家属已陆续抵达莫斯科!下一步的遗体
认领工作预计将耗时

!

至
(

天$

为保障认领工作有序进行!俄卫生和社会发
展部和紧急情况部成立联合指挥部!俄方还与波
方成立了工作小组!双方同时派出心理专家&医生
陪伴遇难者家属$

当天!俄罗斯总理普京在政府主席团会议上
说!俄方将付出一切努力!保证对波兰总统坠机事
件的调查能%全面'和%客观'!并能弄清坠机事件
的所有原因$

俄副总理伊万诺夫在会上向普京报告说!

))

日!在波兰外交和检察部门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
坠机现场发现的两个黑匣子被打开!俄方将与波
方就黑匣子的解密工作开展密切合作$ 他说!截
至目前!调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黑匣子工作完
全正常!并记录了所有坠机前的信息$ 第二!可以
确认!机场方面%已将天气情况不利的信息通告了
波兰总统专机飞行机组!并建议其改降备用机场!

而飞行机组的确收到了这些信息'$

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乘坐的专机
)"

日在俄斯摩
棱斯克市附近失事!机上

/.

人全部遇难$事故发生
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成立由总理普京直接领
导的政府委员会负责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

新华社专电 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警方
))

日解救
(.

名来自亚洲的劳工! 他们在两艘渔船
上打工但领不到薪水!还不时遭到殴打$

哥斯达黎加官员告诉当地媒体 )民族报*!获
解救的

(.

名劳工中! 有
)'

名越南人&

)(

名印度
尼西亚人&

'

名菲律宾人以及包括两名台湾人在
内的

(

名中国人$ 他们被迫一天工作
!"

个小时!

食物极少!而且会遭到鞭打$

报道说!渔船经营者告诉这些劳工每月能得
到

!'"

美元报酬!但他们没拿到一分钱$经营者后
来辩解称已将钱汇给劳工的家人$ 他们还没收劳
工护照以防逃跑$

哥斯达黎加移民局局长马里奥,萨莫拉说(

%这是现代版的奴隶制$ '

大约
*

个月前!

/

名越南劳工跳水逃脱后报警!

哥斯达黎加警方随后以涉嫌贩卖人口介入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经中国海上搜
救中心核实 !

))

日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货轮上的
!(

名船员!不是中国籍船员$

))

日有报道称!

*

月
))

日在塞舌尔以西海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籍货船%

234 3-2+4353

'

遭索马里海盗劫持!船上
!(

名船员全部为中国籍
船员$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总值班室主任翟久刚
)!

日表示!经与欧盟海上保安中心非洲之角&塞舌尔
海上搜救中心联系证实!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籍货船 %

234 3-2+4353

'上
无中国籍船员!船员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
籍$

新华社专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
行秘书伊福,德布尔

))

日说!各国今年难以达成
全球性气候协议!应重点关注如何采取实际措施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为期
(

天的新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

日凌晨在德国波恩结束$ 本次谈判旨在为今年年
底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设定议程$

德布尔认为!各国应重点关注如何采取实际
行动减缓气候变化!而不是在达成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协议方面争论不休$

%在)京都议定书*规定下!我们拥有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目标!但如果目标没有实现!也很难将一
个国家带上法庭!'德布尔说!%能够付诸实施的规
定比法律定义更为重要$ '

德布尔说!去年
)!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
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

眼下最迫切需求是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筹集资
金$ %资金应首先流向那些岛国&发展中国家以及
非洲国家'$

新华社纽约
*

月
)!

日电 美国纽约市消防
局一位官员于当地时间

)!

日凌晨对新华社记者
说! 唐人街

))

日夜间发生的火灾已导致至少
)"

人受伤!其中
)

人伤势严重$

这位消防局官员说!受伤者包括
.

名消防人
员&

)

名医务急救人员和
(

名平民$ 目前!受伤人
员已全部被送到附近医院接受救治$ 记者在现场
看到有人将受伤的消防队员抬离火场!送到等候
在附近的救护车中$

位于纽约唐人街北侧的一座
.

层公寓楼于
当地时间

))

日晚
)"

时许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很
快赶到现场灭火$ 但到午夜时分!火势蔓延到附
近的另一座公寓楼$

这位消防局官员说!第一座公寓楼的一层发
生火灾后!火势迅速向高层蔓延$ 消防人员赶到
现场后帮助疏散楼里居民$ 由于唐人街人口比较
密集!现场消防人员一度要求增派人员和设备前
往灭火$ 记者看到!消防人员的灭火行动一直持
续到当地时间

)!

日凌晨! 直到火灾发生
*

小时
后才完全控制了火势$

数据显示#世界现存大量可用于

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然而在许多地

区# 核材料和核技术缺乏有效的保

护#这些物资一旦落入恐怖主义分子

之手#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

幕的核安全峰会正是为应对这一威

胁而召开的$ 据悉#本次会议将主要

讨论恐怖主义威胁%各国和国际社会

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

核安全领域的作用等问题$

世界核安全 能否有保障

奥巴马对峰会表示乐观
!地毯式安保"迎峰会

%临时政府'拟%特别行动' 巴基耶夫欲发动抗争

吉尔吉斯各方剑拔弩张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

)!

日公开露面! 拒绝辞

职!指责反对派武力夺权!说准备发动支持者上街游行"

吉#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阿尔马兹%阿坦巴耶夫当天

说!拟对巴基耶夫采取&特别行动$'巴基耶夫对此回应说!

那将使吉尔吉斯斯坦陷入流血冲突"

索海盗所劫货轮无中国船员

全球气候协议今年!难产"

纽约唐人街发生火灾

数十名亚洲劳工海外获救

"

关注希腊债务危机

+,-欲携手欧元区国家
出资 *'"亿欧元救希腊
创史上规模最大一次多边救助机制

俄结束法医鉴定工作
遇难者家属抵莫斯科
普京承诺事故调查将%全面客观'

"

波兰总统专机失事后续
*

月
)!

日凌晨! 消防员在美国纽约唐人街

发生火灾的地点灭火" 新华社发

题图
*

月
))

日!工作人员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会议中心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右图
*

月
))

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会议中心用铁栅栏围成的警戒区外!

一名摄像记者在拍摄"

*

月
))

日!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

部!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右%和欧盟

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出

席新闻发布会!宣布出资救助希腊" 新华
6

法新

*

月
))

日! 在波兰首都华沙的总统府外!一

名女子点燃蜡烛!以示哀悼" 当日!波兰总统卡钦

斯基的遗体运抵华沙" 众多波兰民众继续来到总

统府外悼念遇难的总统卡钦斯基" 新华
6

法新

!

据新华社曼谷
*

月
)!

日电 泰国选举委员
会

)!

日晚决定! 向最高检察院提交执政的民主
党涉嫌收取非法政治献金和滥用政党发展基金
案调查结果!请求解散民主党$

以泰国总理阿披实为主席的民主党因涉嫌
!""'

年收取一家上市企业总额
!7'$

亿泰铢捐
款!正在接受选委会调查$ 根据泰国宪法!政党每
年接受的单笔捐款总额不得超过

)"""

万泰铢$

此外! 民主党还涉嫌滥用
!/""

万泰铢政党发展
基金!违反宪法关于政党的有关规定$

据悉!在泰国选委会将调查结果提交给最高
检察院后!最高检察院将决定是否提请宪法法院
解散民主党$ 如果宪法法院接受最高检察院的公
诉并判决解散民主党!那将意味着目前由

.

个政
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垮台$

泰选委会请求解散民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