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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
尔#哈尼亚 !"日说$ 哈马斯不会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
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所倡导%寻求让巴勒斯坦成为联合
国会员国的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说$

巴勒斯坦的'入联(诉求不会成功&

内塔尼亚胡说)'他们想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
努力将失败&美国与我们密切合作&我们认为$美方努
力加上其他政府的行动将使巴勒斯坦的诉求破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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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冲突逾百人伤亡
<=>?@AB=>?CDEF

! 01 "#2345

$%&6278

!

ÇghiÈÉ

!

!

&%

"

Ê)jkÃËÌ ÍÎ$ÏÐ

Ñ`£ÒÓÔÕÖk

&%

"

#×ØÈÉÁÓÔ±²ÙÚ

�ÛÜÝ! ÞDßà

+*

£

ÕÖkáâ!

&''

ã)äå'

¢£æÓçèéêëj

k! 34Ñ`£ÕÖkìß

ÈÉXíîïB��ðñ!

òãÕÖkKóÜôÊõÙ

ö÷BÊõøùXú¨û

ü! ±²ÙÚýþÿ!ÕÖ

k!:Á"ÜÝ'

ÕÖk#! $�%&'

(ÒÓÔ)*B+Úýþ,

Q-.!ÁÓÔ+/ü!01

#/ü�Ø23V456+7

ô89ü:;<'

9=ÈÉïx�ÛBÕ

ÖkÁ>1?@A4ÜÝB

C!Ï='(ÒÓÔ)*BD

Ú×¬ÁÓÔDHE/ü'

·¸¢£äåBÕÖk

¹³FGH'

&IJèé

&!

"K!¢LMNOP3dñ?

&%

"QRôV&S

&Jîï¢WdTB,U!V�ßà

('

)áâ!ã)äå'

W�XYZ[\]B^�!ÓÔH#_`:²õabcdB\]'

·¸åk#eäfg'

ghi

,

hg

)GHIJKL=>

MNOP

Çghiij

!

!

&!

"Ê

!

!"#$ %&'

"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日在此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希望利比亚过渡政府早日成立$ 利比亚人民尽快
过上正常生活&

洪磊表示$据了解$中国驻利使馆人员正在返回的黎
波里途中& 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将视工作安排适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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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日经过近 $小时的协商$

未能就组建新政府达成最终一致&

'全国过渡委员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
称$新政府将由 %&个部委组成$并将更换现行政府中
的一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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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执政当局军方发言人巴尼 '"日在的黎
波里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卡扎菲老家苏尔特市的战
局即将明朗$当局武装数日内将占领这座城市&

巴尼说$ 当局武装已控制了苏尔特北部的沿海道
路和南部地区$ 目前主要集结在苏尔特机场和附近的
一个空军基地内& 苏尔特东西方向及市内主要街道内
都有战斗$当局武装未来几天内将攻下苏尔特$消灭市
内的卡扎菲残余武装&

巴尼告诉记者$ 当局武装正在重新制订攻打拜尼
沃利德的计划$ 以确保当局武装人员和城内百姓生命
安全& 他说$ 卡扎菲在拜尼沃利德的残余武装拥有狙
击步枪和杰拉德导弹$迫使当局武装部队撤退$重新集
结在拜尼沃利德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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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Ê 苏丹与南苏丹 !"日签署边境安全
协议$意在使双方人员往来更加安全顺畅&这是自双方
'分家(以来高级别官员首次座谈边境事宜&

苏丹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拉希姆#穆罕默德#侯赛
因告诉媒体记者)'这份安全协议将加强两国民众往
来**!谈判"没有任何冲突& 没有边境安全$就没有
两国民众的乐于往来& (

按路透社说法$ 这次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的部
长级会谈是南苏丹建国来双方最高级别会晤&

协议所涉'边境($实际为南苏丹独立前双方划定
的狭长非军事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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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全球变暖令海象的北极老家融化$数
万只海象被迫逃往美国阿拉斯加州& 它们上岸爬
行数千米$相互碾压并伤及幼崽$只为寻找新的栖
息地&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北极海冰面积今夏已接近自 !#)*年有记录
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而德国不来梅大学科研人员
综合分析多颗卫星的观测数据后认为$ 北极海冰
面积已经降至自 '#+#年有卫星数据以来的历史
最低值&

美国气象预报网站'地下气象员(创始人%气
象学家杰夫#马斯特博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北冰洋今夏约有 *)!的海冰消融&如果全球
变暖的速度得不到遏制$&(&(年这一数据可能增
至 )(!$到 &(*(年$北极夏季海冰将不复存在&届
时可能会有数种极地动物因环境变化走向灭绝&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科学家朱利安
纳#斯特罗夫认为$随着海冰面积不断缩小$北极
冰层也不断变薄&即使经过秋冬季复冻$北极海冰
目前仍比过去薄 ,(!至 )(!&

北极海冰面积不断缩小$遭殃的不止海象$北
极熊的日子也不好过&北极熊常年生活在冰面上$

海冰减少迫使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不得不跟随母
亲长途游泳去寻找食物和栖息之地& 在这一过程
中$许多幼熊因体力不支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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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地球科学教授伊恩#斯图
尔特 '+日从密封箱中走出$ 结束了为期 ,"小时
的'人与植物共存(实验&

他说$呆在箱内期间所需氧气由箱内植物供给$

他因缺氧感到剧烈头疼$如同身处海拔 ,)((米&

按照计划$ 斯图尔特 ')日携带一张吊床%一
台笔记本电脑和一辆健身自行车$进入康沃尔植
物园'伊甸园项目(一个透明密封箱&箱子长 -米%

宽 %米%高 %.)米&

英国报纸联合社 '#日援引他的话报道)'我
')日晚上 '(时进入箱子$ 之后我们立刻做的是
把箱内氧气水平从通常的 %'!降至 '%.)!& (

'之后$全部灯被打开$箱内植物开始光合作用$

开始提供氧气供我呼吸$( 他说$'我开始呼出二氧化
碳$这是它们需要的&由于箱子是密封状态$我面临的
最大问题就是何时箱内氧气含量足够供我生存& (

在箱中生活期间$ 剧烈头疼和疲劳感一直伴
随着斯图尔特& '氧气浓度低时$ 如同身处海拔
,)((米$剧烈头疼伴随着极度疲劳感$不过其他
方面还好$(他说&

研究人员事先通过计算得知$ 呆在这个体积
*(立方米的密封箱内$大约 '-(株植物才能产生
一个人呼吸所需的最低氧气量&

斯图尔特希望通过'人与植物共存(实验$向
人们讲述植物光合作用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 科
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里 '++%年做过一项类似实
验$证明小鼠在一个种满植物的密封箱内可以存
活$而在没有植物的密封箱内只能存活极短时间&

英国广播公司二台+植物如何创造世界,节目
全程记录下斯图尔特在箱中的生活& 节目定于明
年播出$斯图尔特说$届时$他在箱中生活的秘密
将得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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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
度当地媒体报道$'"日发生在印度锡金邦的强烈地震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 *)人&

据报道$ 许多公路和桥梁严重受损& 锡金邦首府
甘托克的许多建筑都在地震中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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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蒙特利尔汽车共享公司
'通勤车( 推出电动汽车租赁服务&

租车人以低廉价格租车的同时$享
受到按小时计费的优惠与便利&

租赁电动汽车价格低廉$ 每小
时只需要约 %美元$ 其中还包括燃
料费用& 不过$ 它的缺点也显而易
见---每行驶大约 ',(公里后就需
要充电&

电动汽车上市之初并没有迅速
为市场所接纳$不过$租赁这种形式
让不少对电动汽车有兴趣的人士跃
跃欲试& 电动汽车噪音小$ 不会增
加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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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Ê 俄罗斯航空安全调查人员发现$在
今年 -月 %(日发生的一起民航客机空难事件中$导航
员处于轻度醉酒状态&

今年 -月 %(日深夜$一架从莫斯科飞往彼得罗扎
沃茨克市的图"'*,客机在距离彼得罗扎沃茨克机场
约 '公里处的公路上紧急降落$,,人当场死亡$"人生
还& 此后$俄罗斯政府指示州际航空委员会彻查事故
原因&

俄罗斯新闻社 '#日援引调查报告内容报道$客机
降落前$在发现飞行高度已低于正常降落所需的最低
安全海拔高度后$机组人员坚持'将计就计($不愿提升
飞行高度作二次降落尝试&

报告判定$'机长手下那名导航员$ 处于轻度醉酒
时的亢奋状态($他是导致失事的作用因素之一.同时$

机长机组资源管理能力低下也是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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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 '"日发布评估报告$称人类五大慢
性病在未来 %(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 ,+万亿美元损失/

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

这份报告发表于联合国大会防治非传染性疾病高
级别会议前夜$ 旨在呼吁各方加强对慢性病的认知和
防范& 论坛点明$五大慢性病不仅是健康风险$更是全
球经济风险&

五大慢性病分别是癌症%糖尿病%精神类疾病%心
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现阶段$每年死于这五大类
疾病的人数大约为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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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Ê 世界银行 '"日发布报告说$女性整
体受教育状况获得改善$ 但所获机遇仍远少于男性&

世行警告$性别不平等有碍经济发展&

这份题为+&('&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
展,的报告总结过去 &)年来男女性别状况变化$为本
月下旬召开的第 --届联合国大会相关会议提供参考&

在受教育层面$报告指出$现阶段$男女基本实现
平等&

而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卫生保健等诸多领域$

女性仍是'二等公民($遭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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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业和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公司首席执行官彼
得#勒舍尔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西门子
打算退出核工业领域&

+明镜,周刊 '"日刊登对勒舍尔的采访&他说)'我
们将不再参与建设或资助核电站领域& 这一页已经翻
过去了& (

世界核工业联合会统计数字显示$ 西门子曾承建
德国 '+座现有核电站&

勒舍尔说)'从现在起$我们只提供传统设备$如蒸
汽涡轮&(他解释$这类设备既可用在传统发电行业$又
可用于核电站&

另外$ 西门子完全放弃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的打算& 但勒舍尔说)'这两家企
业对合作非常感兴趣$合作今后可能涉及其他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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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惠誉“剑指”中国
世界经济前景堪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三剑

客(之一的惠誉近日'剑指(中国$称可能下调中国信
用评级&惠誉此举是客观预警还是做空阴谋/其他评
级机构会不会跟进下调评级$扩大负面影响/中国怎
样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找寻自己的坐标/

ø#ùvßúvûö_

欧资评级机构惠誉近日警示$ 若中国银行业
的危机继续侵蚀投资者对宏观金融稳定性的信
心$将可能在未来 -个月至两年内$下调中国主权
信用评级&

惠誉亚太区评级分析师安德鲁#科洪说)'中
国银行资产质量在未来 *年内出现实质性严重恶
化的概率很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产借贷是
最大的担忧& (

银行信贷% 地方债和新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
是惠誉对中国此举的诱因& 去年 -月$惠誉下调中
国银行业风险评价至'最易受到系统性风险(的 0#

*类.其驻伦敦的分析师理查德#福克斯更是预言$

由于创纪录的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飙升$%('*年

年中以前中国爆发银行业危机的几率高达 -(!&

今年 ,月$ 惠誉将中国长期本币债信评级展
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惠誉的分析报告称$负面的
评级展望反映了对中国债务规模和高速增长的银
行贷款$特别是房地产贷款激增的担忧$这些信贷
严重缺乏信息公开透明度&

ôõ=ü*ýõ& Z>X=þÿ

在'信心是金(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惠誉'看
空(中国银行业引起多方关注$也引发了市场对其
'阴谋论(的质疑)由欧美资本控制的惠誉$意在牺
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美争取资
金回流$重建市场对欧美经济的信心&

在评级机构越发具有'一言兴邦%一言损邦(

效力的当下$惠誉是否真的'别有用心(/

中国人民大学信用评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
教授认为1'过度反应和置若罔闻都不可取&但需看

到$ 惠誉在对中国银行业和地方债务的评价上确
有放大风险%片面解读之嫌&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说)'金
融危机时评级机构的0集体失声1让其声誉大损$

现在或许正是0挽回颜面1的时候& 不排除惠誉为
扩大其市场影响力$ 提升在国际评级体系中的市
场份额和话语权$而有意放言的可能& (

!"#$*%è&

面对'险象环生%人人自危(的复杂国际经济
局面$中国应该怎样应对/ 专家普遍表示$既然惠
誉是欧美资本控制$ 做出偏向欧美国家利益靠拢
的行为也属正常$不妨将'来者不善(的做法$变成
对防范风险的提醒&

'资本市场一样遵循0无风不起浪1的原则&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陈凤英说$'中国当
以此为戒尽快化解风险$ 不但有利于国家经济健
康发展$还可将0把柄1从别人手中0夺回1$化解
0别有用心1者制衡中国的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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