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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坎贝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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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缅甸会见缅甸

政府总理登盛上将# 坎贝尔说$ 美国正准

备采取步骤改善美缅关系#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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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变形金刚%大黄蜂&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

院前%现身&# 这尊雕像是为了电影'变形金刚
%

(全球巡

展设立的$ 用以宣传这部电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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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抗议$召回驻柬埔寨大使
据新华社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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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èéê" 图为他信!右"和柬埔寨首相洪森交谈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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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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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期以来!一些国家先后报告了

火鸡"宠物猫等动物感染甲流病毒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李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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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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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流感疫情

就所谓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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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研究人员发现

常喝白葡萄酒损害牙齿
据新华社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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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
#

日宣布! 于当日召

回泰王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 以抗

议柬埔寨政府任命泰国流亡前总理

他信为柬首相洪森和柬王国政府的顾问&这意味着

近年来由于边境领土争端而时有龃龉的泰柬双边

关系因他信的任职问题而进一步趋于紧张&

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外交部宣布这一决定后说!

鉴于柬埔寨王国政府触及了泰国内部事务!泰国必

须依照外交礼仪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泰国外交部

长秘书差瓦农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泰国政府

认为这一任命是对泰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也是对泰

国司法系统的侮辱&

柬首相府
"

日晚公布了西哈莫尼国王于
!$

月

%&

日签署的任命书& 任命书说!根据柬埔寨宪法和

应洪森的要求!'任命他信为柬埔寨首相洪森私人

顾问和柬王国政府经济顾问(& 柬政府发言人同一

天晚上发表声明重申!柬埔寨王国政府将依法拒绝

泰国政府关于引渡他信的要求&

据泰国媒体报道!他信在获知柬埔寨的任命决

定后第一时间在网上表示! 接受这

一职务并感谢柬埔寨国王签署任命

书&

他信在
%$$'

年
(

月的泰国军事政变中被推

翻并流亡海外&

%$$)

年
!$

月!泰国最高法院就他

信涉嫌非法购地一案 ! 判处他信有期徒刑
%

年 &

他信还面临其他几项涉嫌腐败的指控& 泰国政府

多次试图在海外逮捕他信未果&

据报道!这位前总理现居住在与泰国没有签署

引渡协议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洪森表示!他信是
%$$'

年军事政变的受害者&

泰国与柬埔寨在边境柏威夏寺附近地区的主

权归属问题上一直摩擦不断&

%$$)

年
&

月!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柏威夏寺为世界文化遗产!两

国有关柏威夏寺的主权争议升级!双方多次在柏威

夏寺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互有人员伤亡& 而此次的

他信任职问题使得泰柬关系再将面临十分严峻的

考验&

新华社记者 朱丽 !新华社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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