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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亚反对派第一家
卫星电视台 !"日开播! 与支持利比亚政
府的媒体竞争话语权"

这家电视台名为#自由利比亚$!当天
晚上开播!意在向利比亚全国民众传达来
自反对派的讯息%

这家电视台的前身是一家互联网流
媒体网站! 由祖海尔&阿尔巴拉西和穆罕
默德&纳布斯共同创立% 这家网站先前播
放在反政府武装与利比亚政府军激战前
线采集的视频'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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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利比亚政府军 # 名高
级军官 !"日现身意大利首都罗马一场新
闻发布会" 这些军官自认!至少 $%&名政
府军官兵已逃离利比亚"

新闻发布会由意大利政府组织举行" 路
透社报道!#名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利比亚
军官 '人将军衔'两人上校衔'$人少校衔"

#名军官说! 他们只是近期逃离利比
亚的官兵中的一部分!总计有 $%&名官兵
逃离利比亚" 谈及逃离利比亚的原因时!

这 #人说!他们(不堪忍受对妇女的暴行
和对平民的杀戮$%

JKLMNOPQ-./RST

卡扎菲准备执行非盟“路线图”计划
中方愿为利比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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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总统祖马 !&日在对利比亚进行短暂
访问时宣布!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已接受
并准备执行非洲联盟)非盟*提出的旨在
解决利比亚危机的(路线图$计划%

祖马在的黎波里说!他与卡扎菲就利

比亚当前局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利比亚政
府已接受非盟提出的建议和 (路线图$计
划!并准备执行(路线图$的有关内容%他说!

非盟呼吁全体利比亚人民尽快展开对话%

祖马说! 卡扎菲在会谈中强调有关
各方必须根据非盟倡议立即停火的重要

性!包括北约停止对利比亚的空袭!以便
给利比亚人民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 但
是!祖马说!东道主拒绝下台%

祖马当天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进行
了数小时的短暂访问! 利比亚总理马哈茂迪
和外长奥贝迪出席了卡扎菲与祖马的会谈%

利比亚局势动荡以来! 非盟一直不
赞成对利比亚实施军事行动!主张用和平
方式解决危机!并提出(路线图$计划!主
要包括+保护平民和结束敌对行动,保障
受影响的人群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启动不
同政党间对话! 朝着结束危机的方向努
力,设立过渡期,启动必要政治改革!满足
利比亚人民诉求等%

#路线图$计划得到利比亚政府的响
应! 但位于班加西的反对派表示拒绝接
受!认为该计划没有包含要求卡扎菲下台
的内容%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当天播放卡扎菲
迎接祖马和其他官员的画面%

画面显示!卡扎菲和祖马一同走过走
廊!进入一个大房间!坐入白色扶手椅%

另外! 电视台播放卡扎菲送别祖马
的画面+卡扎菲握拳举向空中!祖马则登
上一架飞机离开%

播放卡扎菲迎接祖马的画面后!利
比亚国家电视台播放北约战机轰炸的黎
波里的画面%

利比亚反对派继续向政府施压% 反对
派#全国过渡委员会$当天宣布把旗下武装
力量改名为#国家解放军$!#更好地命名这
支更加职业'更有纪律的部队$%

另外! 反对派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
法西-巴亚当天告诉美联社记者!反对派
即将向卡扎菲发动攻势%

巴亚说!尽管卡扎菲一方不承认!但他
相信!祖马这次来访旨在讨论卡扎菲的(退出
战略$%(我认为!卡扎菲麻烦不小!军事实力的
天平已经改变!他的亲信已经背弃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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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ÌÍ�(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 日在
回答有关利比亚局势的提问时说! 中方
愿与各方保持接触! 为利比亚问题的政
治解决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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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堡卫生当局 '月 !$日宣布!实验室
的最新化验结果显示! 近日肆虐德国的肠
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的致病原并
非西班牙进口黄瓜%

汉堡卫生部门负责人科尔内利娅-普
吕弗.施托克斯当天说!德国有关实验室
对此前已被查出带有 ()(*菌的两根西班
牙黄瓜进行了进一化化验! 结果显示!黄
瓜上携带的菌株特性与从德国两名患者
粪便样本中分离出的血清型为 +,"-的大
肠杆菌并不相符% 由此推断!西班牙进口
黄瓜上虽然携带 ()(*菌!但它并不是引
起德国本次疫情的致病原%鉴于目前致病
原仍不明确!疫情重灾区汉堡市仍然要求
当地民众不要生食黄瓜'西红柿和生菜等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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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ã¶ÍÎ(针对本次发端于德国的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德国负责流行病预防研究的罗伯
特-科赫研究所表示! 这是迄今全球已知最大规模的 ()(*感染暴
发!病魔不仅来势汹汹!而且在菌株种类'易感人群和可能的传染源
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以往疫情明显不同的特点%

本次疫情已在德国各州造成 ,-""多例确诊或疑似病例! 至少
,-人因此丧生% 近日!这种流行病又开始向其他欧洲国家蔓延%

导致 ()(*感染暴发最常见的病原体是血清型为 +,'.的大肠
杆菌!但德国 ,'名患者发现的病原体均是血清型为 +,&-的大肠杆
菌% 这种较少见的菌株此前还未引发过疫情!本次疫情中的病例是
否都由这一菌株引发!还有待更大范围的调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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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ä(马来西亚副总理毛希丁日前在出席第
%'届亚太圆桌会议时说!东盟和中国关系不
断加强!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使东盟各国从中
受益!对东盟地区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由东盟策略和国际研究院和马来西亚
策略与国际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 %'届亚
太圆桌会议 '月 !&日至 /月 ,日在马来
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 东盟秘书长素林以
及来自东盟'中国'日本'美国和印度等国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研讨地区安全事务和
政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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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çèé( 也门政府军与反对派领导人
萨迪克-艾哈迈尔为首的部落武装 !,日在
首都萨那再度发生激烈交火! 这意味着也
门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日达成的停火协
议被打破%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告诉记
者!艾哈迈尔部落武装重新控制了 %0日该
武装根据停火协议规定移交给协调委员会
的也门地方行政部大楼% 根据这名官员的
说法!武装分子首先打破停火协议!向政府
大楼和安全警察开火! 政府军则随即对所
有艾哈迈尔家族在萨那的居住地和据点进
行了炮击!双方持续激烈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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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

日警告!由于市场担心日本长期经济增长疲
软无法增加足够的税收以偿还债务!穆迪可
能考虑下调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

穆迪当天将日本信用评级列入可能下
调的观察名单!这意味着未来三个月中!穆
迪完成评估后可能将日本现有的 12% 级
信用评级下调%

就在 '月 %.日! 另一家重要国际评级机
构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宣布将日本长
期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

现阶段! 惠誉把日本外币债务和本币
债务的评级分别维持在(12$和(11!$%

此前! 穆迪和标准普尔公司以类似理
由将日本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

下调为(负面$%

截止 %&$&年年底!日本政府债务相当
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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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机构 '月 !&日说! 全球与能
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去年创新高!为实现全
球气温升幅不超过两摄氏度的目标蒙上阴影%

这一机构呼吁各国迅速行动! 为实现
控温目标出力%

国际能源机构声明说! 全球能源相关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0年经历金融危机
引发的(攀升低谷$后!%&$&年升至 !&/亿
吨!高出 %&&#年排放量纪录 '"%

(依据最新估算!全球 %&$&年能源相
关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历史最高% $

这家机构预计! 电力行业当前的二氧
化碳排放水平已经达到 %&%&年预设排放
量的 #&"% 换句话说!计入在建发电站投
入运营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电力行业
%&%&年的排放量可能超出既定目标%

按声明的说法! 全球去年能源相关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 -&"来自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中的发达国家% 相比之下! 这些国
家 %&&0年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仅占
全球总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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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ó(苏丹北方执政的全国大会党和控制
苏丹南部地区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日
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寻找和平解
决阿卜耶伊危机的方案%

苏丹副总统兼全国大会党副主席塔哈
和苏丹南部自治政府副主席兼苏丹人民解
放运动副主席马查尔当天在喀土穆举行闭
门会谈! 集中讨论阿卜耶伊地区最近出现
的紧张局势%这是自从苏丹政府军本月 %$

日宣布完全控制北南之间存在争议的阿卜
耶伊地区以来! 双方就如何解决阿卜耶伊
危机首次进行接触%

联合国官员说!苏丹中部阿卜耶伊地区
爆发的武装冲突导致近 /万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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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ô(美国儿科学会 !&日建议少年儿童停
止饮用能量饮料! 因为这种饮料含大量咖
啡因% 该机构同时建议!孩子最好也不要
饮用运动饮料%

美国儿科学会当天发表声明说! 当前
市场上存在多种能量饮料和运动饮料!很
多人并不清楚这两种产品的区别% 运动饮
料含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电解质等成分,

而能量饮料则含咖啡因等刺激性成分!运
动饮料并不含这些成分%

美国儿科学会在新一期/儿科0月刊上
发表了相关临床研究报告% 报告撰稿人之
一霍利-本杰明说!孩子经常饮用运动饮料
可能会导致肥胖! 因为这种饮料含大量热
量!超过人体所需!此外这种饮料还损害牙
齿!因此不建议使用!尤其是用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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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öö(印度总理辛格 !$日会见了到访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就在反恐'核能'军
售'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多个领域合作进
行了会谈% 默克尔透露德国将在今年底主
办下一届阿富汗会议%

默克尔表示希望德国拥有股份的欧洲
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的#台风$战机能够获
得印度空军 $&&多亿美元军机采购的订单%

在核能利用领域! 默克尔同意在核能
安全方面帮助印度!并承诺支持印度发展
其他新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