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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事

据新华社电 !纽约时报"

等美国媒体
!"

日报道#美司法

机关官员通过电话窃听认定#

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卷入了与妓

女进行性交易的丑闻$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斯

皮策是一个高端卖淫网络 %皇

帝俱乐部&的客户#代号%

#

号客

户&$ 司法人员窃听到了他谈

论把一名妓女从纽约送到华盛

顿一家酒店的电话内容$ 电

话记录显示# 斯皮策谈到了妓

女身材特征# 并且准备支付

$%""

美元现金的嫖资$

根据美国国会
!#!"

年通

过的曼恩法# 安排妓女进行跨

州性交易属犯罪行为$ 美司法

机关上周破获了%皇帝俱乐部&

案#

$

名嫌疑人已受到起诉$ 美

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些官员纷

纷表示# 斯皮策身为州长却与

卖淫团伙有染#应引咎辞职$

当地
!"

日下午
%

时许
&

北

京时间
!!

日
'

# 斯皮策携妻子

在其曼哈顿办公室公开露面#

称自己存在过错# 向家人及公

众正式道歉$ 面对众多记者#

斯皮策说'%我未能坚守自己的

道德标准# 我将努力重新获得

家庭的信任$ & 斯皮策拒绝就

自己的政治前途予以评论$ 当

记者们问他是否将辞职时#斯

皮策一言不发#夺门而出$

斯皮策是美国民主党人

士# 曾任纽约州总检察长#于

("")

年当选纽约州州长$ 斯皮

策因着力整顿金融秩序# 打击

商界巨头的不法行为享誉美国

政坛# 一度被称为 %华尔街州

长 &( %干净先生 &( %反腐斗

士&$ 在担任总检察长期间#

身为打击团伙犯罪工作组领导

的斯皮策处理过至少两起卖淫

团伙的案件$ 当时他曾慷慨陈

辞#怒斥卖淫团伙的种种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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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综合消息 %奋进&号航天飞

机于美国当地时间
!!

日凌晨
(

点
(*

分从肯尼迪航天中心点火升空#将搭

载
+

名宇航员进行一次持续
!)

天的

太空任务$

在这次历史最长的太空任务中#

宇航员将建成一个机器人并增加一

个太空舱以为未来的太空实验室做

准备$

在夜晚发射航天飞机并不多见#

美国太空宇航局上次在夜间发射航

天飞机还是在
("")

年的时候$ 只有

!,$

的航天飞机在夜晚发射$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昨日公布的!彩票管理条例)征求意

见稿*"中规定'国务院特许发行福利

彩票(体育彩票$ 未经国务院批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行彩票$

征求意见稿规定#禁止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发行( 销售境外彩票$

禁止中国公民(法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购买境外彩票$

征求意见稿在法律责任中明确

规定#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

罪的# 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

本级人民政府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

没收违法彩票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安报综合消息 伊朗
-./0

学生

新闻通讯社
!"

日报道称# 持强硬立

场的伊朗学生为刺杀以色列三名军

方首脑而开出了百万美元悬赏#他们

指控这三位以色列军方首脑应对以

色列对加沙的袭击行动负责$

这些学生甚至呼吁伊朗人捐肾

来增加赏金$ 学生团体
#

日在德黑兰

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活动的组织者称'%这些奖金将发给

那些在世界任何地方对那三人实施

惩罚行动的人员或他们的家属$ &

以色列
(

月底对加沙地带发动

了攻击# 包括数十名儿童在内的
!%(

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行动中丧生$

安报综合消息 印度首都新德里

等地上周末发生两次长达
!(

小时的

大停电#工厂停工#商店关闭#火车停

驶#数以百万计居民受影响$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雾气及污

染物沾在电缆上#导致新德里及邻近

数邦上周五及六停电$ 据北方邦首府

勒克瑙铁路官员指#数十班火车瘫痪

或延误$ 当局下令用聚合物绝缘物料

代替传统物料#以防电力再度中断$

印度时有停电#尤其是在夏季电

力需求增加时$ 虽然印度近
!"

年经

济急速增长# 但基建仍远远落后#能

源问题尤其严重# 威胁当地经济发

展$

发行彩票
须经国务院特许批准

!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
搭载

!

名宇航员

印度重污染和浓雾
引发两度大规模停电

伊朗学生悬赏百万美元
刺杀以军高层

"

相关链接

希拉里拒绝评论

据美联社报道!对正

积极准备
$

月
((

日宾夕

法尼亚州民主党初选的

希拉里来说!斯皮策嫖妓

丑闻是一次沉重打击"自

希拉里
("""

年竞选纽约

州参议员以来!她与斯皮

策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

系"希拉里近日屡屡攻击

竞争对手奥巴马与地产

商雷兹科的瓜葛"雷兹科

是奥巴马的长期捐助者!

正面临政治腐败等指控"

近年来!支持希拉里

的民主党高层人士频频

传出性丑闻"

(""+

年年

初!旧金山市市长纽森坦

因与其高级顾问的妻子

有染公开道歉 " 当年
)

月!洛杉矶市市长维拉莱

戈萨承认与一名西语裔

的电视台女记者发生婚

外情"

希拉里目前拒绝评

论斯皮策能否挺过难关!

只是称要看未来几日内

事态的发展"

数秒杀敌于万里之外
飞行员像玩电脑游戏

./0123456789:;<=>

据英国媒体
!"

日报道#英

国皇家空军
&1023

的飞行员即

将在美国内华达州沙漠的一个

空军基地# 通过卫星线路遥控

远在
!4!(

万公里之外的
%

架顶

级%死神&无人驾驶战斗机#对

阿富汗南部的塔利班分子进行

轰炸$ 据悉#这一先锋性的%环

球遥控&空中打击行动#有望于

数日之内正式展开$

炸弹导弹装配无人机

这一秘闻是英国多家媒体

!"

日首次曝光的$ 据悉#英国

皇家空军去年向美国军方秘密

订购了
%

架价值
!"""

万英镑(

最先进的 %死神& 无人驾驶飞

机# 当时只是打算将之作为侦

察机使用$ 但日前英国国防部

高层改变主意# 决定为这些无

人机配备
5""

磅重的制导炸弹

和%地狱火&导弹#将他们变为

英国第一批无人驾驶的战斗轰

炸机$

在美国遥控阿富汗轰炸

这些%死神&无人战斗机已

被派遣到阿富汗# 并有望成为

驻扎在阿富汗英军打击塔利班

时的%王牌武器&#从此结束由

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在危险战区

投放炸弹的历史$ 但让人吃惊

的是#遥控这些%死神&战斗机

的飞行员并非身在阿富汗#而

是在大约
!4!(

万公里之外的地

球另一端,,,美国赌城拉斯韦

加斯市附近的内华达州沙漠克

里奇空军基地$

秘密地堡中像玩电脑游戏

据透露# 一旦展开行动#

%死神& 无人驾驶飞机将首先

从阿富汗南部坎大哈机场跑

道起飞$ 起飞
!"

分钟后#战斗

机的控制权就移交到内华达

州的克里奇空军基地的遥控

飞行员手中$他们坐在一个秘

密地堡中#就像玩电脑游戏一

样#通过电脑屏幕观察卫星线

路传来的阿富汗战场实时图

像#遥控飞机投放炸弹和各种

武器$配备笔记本电脑的地面

部队还可下载%死神&战机实

时拍摄的视频 # 辅助地面战

争$ 轰炸任务结束后#坎大哈

机场的地勤人员将再次接管

飞机#并使其降落$

数秒内袭击万里之外

%死神&无人战斗机机翼展

开约
()

米#它的雷达系统异常

先进#

!

分钟之内就可以扫描

)5

平方公里的地面#飞机上还

装备了一系列日间及夜间摄影

机$同时#%死神&战斗机能在目

标上飞行
!$

小时之久#并在战

场上空
!45

公里的高空安静地

监视# 随时准备扑向稍纵即逝

的目标$通过遥控#指挥人员能

在数秒之内对万里之外的某名

关键的恐怖分子发动袭击$ 而

与之相反的是# 在传统的空袭

行动中# 战斗机必须等待
!

小

时才能抵达现场$

空袭行动数日内展开

据报道# 目前英国皇家空

军已经有大约
5"

名训练有素

的人员# 被派往美国赌城拉斯

韦加斯市附近的内华达州沙漠

克里奇空军基地# 并即将在那

里通过卫星线路# 操控远在阿

富汗的%死神&战斗机#向阿富

汗南部的袭击目标投放炸弹$

据悉# 一旦得到美国政府的确

认#这一先锋性的%环球遥控&

空中打击行动# 有望于数日之

内正式展开$

英本土将建!遥控基地"

据透露# 英国国防部高层

对%死神&无人驾驶飞机的性能

极为欣赏# 因此打算在未来的

几个月中购买另外
#

架#将%死

神& 无人驾驶飞机的数目增加

到
!(

架#而整个项目总投资将

高达
5

亿英镑$ 目前英国皇家

空军的控制人员将在内华达州

沙漠的克里奇空军基地呆一段

时间# 依靠现有的美国卫星线

路遥控阿富汗的战斗机$ 但英

军高层希望# 今后能在英国林

肯郡沃丁顿空军基地建立一个

新的无人机%遥控枢纽&#在英

国本土对阿富汗的战斗机进行

遥控$ #袁 阳$

!

背景新闻

!死神"无人驾驶飞机

#死神$是目前军方使用的

#掠夺者$无人驾驶飞机的升级

换代产品%它具有
2!!)

型战斗

机的轰炸能力! 飞行速度和载

弹量分别是&掠夺者$的
%

倍和

*

倍!更能适应阿富汗的崎岖地

形! 用于打击移动目标% 据报

道!&死神$ 无人驾驶飞机的最

高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
$*"

公

里! 最大载重量约为
!+""

千

克!飞行距离约
%"""

公里%

&死神$可搭载
!45

吨炸弹

和导弹!并凭借红外'激光和雷

达装置实施精准打击" &掠夺

者$只能携带
(

枚&地狱火$导

弹!而&死神$则能携带
$

枚&地

狱火$导弹外带
(

枚
5""

磅
&

约

合
((5

公斤
3

炸弹" 与目前无人

飞机大多执行侦察任务相比!

这种新型飞机无疑能胜任攻击

任务!成为真正的&远程操控空

中攻击战队$!&死神$一名由此

得来"

!"!#

"##$

年
%

月
&"

日 责编李鹏飞 校对张玉洁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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