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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 !"日疑似发
生政变! 一伙军官声称成立军事委员会
接管政权"但过渡总统安德里#拉乔利纳
拒绝辞职" 总理阿尔贝$卡米耶$维塔勒
当天晚些时候说"哗变军人已经%散伙&"

政府已掌控局势!

马达加斯加前武装力量部长诺埃
尔$拉库图南德拉萨纳将军当天在首都
塔那那利佛机场附近一处军营发表声明
说'%从现在开始"所有政府机构暂停(工
作)"一个军事委员会将掌管国家! &

哗变军官夏尔$安德里亚纳苏阿维
纳在电话中告诉路透社记者"哗变士兵
已控制机场附近两处相邻的军营"将通
宵守卫军营! %其他军营的代表明天会
加入我们! &

按照他的说法"%政客们必须展开谈

判&"以彻底结束政变!

安德里亚纳苏阿维纳当天早些时候
告诉法国电视 #$台记者"哗变官兵打算
%&日占领总统府"关闭国际机场!

德新社报道"总统府附近 %"日传出
枪声!

马达加斯加去年 '月发生政变! 拉
乔利纳在军方支持下将时任总统马克$
拉瓦卢马纳纳赶下台!

拉乔利纳说"政府将%采取行动"追究
他们的责任&! %政府正与军方在总理办公
室举行会议"他们将决定采取何种行动! &

宪兵部队领导人安德里亚纳扎里将
军会后接受路透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如果发生叛乱"我们必须干预"不会与
叛乱者谈判! &

哗变当天是马达加斯加新宪法全民
公决日! 按照法国电视 #$台的说法"这
场疑似政变发生在马达加斯加的 %关键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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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ÔÕÖ * 在北约里斯本峰会召开前
夕" 保加利亚外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
%" 日在此间对媒体表示" 保加利亚希
望反导防御系统成为北约的优先使命
之一"并涵盖保加利亚全境"同时保将
坚持这一切应在与俄罗斯合作的框架
内进行!

姆拉德诺夫说" 保加利亚有几个重
要的关切点" 首要的关切就是希望北约
成员国共同努力" 将建立反导系统作为
北约的重要使命之一" 正如北约秘书长

所言" 希望在与俄罗斯合作的框架内建
立这一系统!对保加利亚来说"重要的是
这一保护之盾能够涵盖保全境!

姆拉德诺夫说"对保而言"还需要
将能源安全列为一个重点" 因为北约
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这个 %不牢
靠的基础设施&! 另外"保加利亚还希
望北约敞开大门" 吸收西巴尔干国家
加入北约!

姆拉德诺夫表示" 与俄罗斯的合作
进入了新的阶段"新体系的建立"要么与
俄罗斯的体系兼容"要么可以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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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进入紧急状态
×:¿ÀÐ�ØÙ:ÚÛ«÷!÷l�º^Ü�Ý

几内亚临时总统发言人 %"日说"临
时总统塞古巴$科纳特当天宣布几内亚全
国进入紧急状态"直至最高法院对总统选
举结果是否有效作出裁决!

自几内亚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 %(日
宣布选举结果以来"不同候选人的支持者
之间爆发冲突"致死多人! 安全部队已逮
捕一些骚乱者!

几内亚临时总统发言人穆罕默德$卡
塞当天在国家电视台宣读声明'%共和国
总统发布全国紧急状态命令"(有效期)从

%% 月 %" 日至最高法院公布总统选举最
终结果! &

几内亚本月 " 日举行总统选举第
二轮投票! 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 %( 日
宣布" 人民联盟党主席阿尔法$孔戴获
得 (#)(!的选票" 战胜几内亚民主力量
联盟主席塞卢$达莱因$迪亚洛! 后者质
疑选举结果"最高法院将最终决定选举
结果是否有效!

按照路透社说法" 尽管迪亚洛呼吁
支持者保持克制" 但他的一些支持者走

上街头" 与孔戴的支持者和安全部队发
生冲突!

几内亚总理让$马里$多雷指责迪亚
洛的支持者动用暴力"称他们是%流氓&!

卡塞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进
入紧急状态意味着禁止%任何抗议*任何
集会&!

邻近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科洛马
是冲突最激烈地区之一! 一名居民 %"日
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枪击和逮捕
行动仍在继续! &

在几内亚北部拉贝地区"一些人持武
器劫持公交车"抢劫乘客!当局 %*日在这
一地区实施宵禁!

%人权观察&组织西非地区高级研究
员科琳娜$杜夫卡说"暴力冲突持续不断"

%一些伤者到医院接受救治" 既有在部族
冲突中受伤的"也有被安全部队打伤的! &

迪亚洛的支持者大多来自几内亚最
大民族富拉族"孔戴则受到第二大民族马
林凯族支持!两个部族的一些聚集区均发
生暴力冲突!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一些马林凯族人
为避免遭富拉族人袭击" 随身携带武器"

包括棍棒*砍刀和枪支! %我们为了保护自
己"&马林凯族人穆罕默德$卡马拉说"%我
们有刀++和棍子! &

几内亚选后冲突已引起国际社会关
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 日发表声
明"呼吁几内亚民众出于国家利益考量"

接受总统选举计票结果" 依靠法律手段
解决分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日说"中
方希望几内亚各方以国家和全体人民的
利益为重"珍惜和平与稳定局面"平稳实
现政权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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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jäh 涉嫌贩卖军火的俄罗斯人
维克托$布特 %"日首次在美国法庭出庭"拒
绝认罪! 他定于明年初再次出庭!

美国司法当局 %*日将布特从泰国引渡
至纽约! 美联社报道" 他当天在纽约曼哈顿
地方法庭出庭大约 &分钟" 有礼貌地回答法
官提出的数个例行问题!

法官下令将布特收监"不得保释"明年 %

月 %+日再次开庭!

布特现年 $'岁" 曾是苏联空军军官"以
在非洲*南美*中东等地大量贩卖军火著称"

绰号%死亡贩子&!

美国检察官普里特$巴拉拉说"如果罪名
成立"布特将至少服刑 #(年"最高可获终身
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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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什凯克消息'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军事法庭 %"日就今年 $月 "日的
大规模骚乱进行公开审理"被告包括吉尔吉
斯斯坦前总统巴基耶夫等 #&人!

目前" 巴基耶夫和他的两个儿子等 *人
仍身居海外"被吉政府通缉! 而包括前国家
保卫局指挥部司令敦甘诺夫*前国防部长卡
利耶夫*前总检察长图尔松库洛夫等 ##人均
被羁押在国内! 检方以渎职和谋杀等罪名对
上述被告提起诉讼!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没有一幢法院大楼可
容纳大量听审人员" 当天的审理安排在比什
凯克体育宫进行! 据目击者证实"参加当天
审理的法官* 被告和庭审人员超过 %+++人!

此外还有 '++多名警察和国家保卫局* 安全
局及内务部的军人负责维持现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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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警方 %&日证实"纳米比亚警方 %"日
在一架飞往德国慕尼黑的航班起飞前截获了
一件可能藏有定时爆炸装置的行李!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在总部所在地威斯
巴登说" 这件可疑行李是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
和克机场被截获的! 机场安检人员在对可疑行
李扫描时发现了电池*雷管和正在走动的钟表!

险情发生后" 准备搭乘这架柏林航空公
司航班的 #,*名乘客重新经过安检! 这架客
机随后于当晚安全抵达慕尼黑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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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äh 美国纽约市警方本周开
始对遭受指控者实施虹膜扫描"以防再次出
现年初两名犯罪嫌疑人冒充他人提前获释
的情况!

纽约警方今后登记犯罪嫌疑人信息时"

虹膜扫描将和指纹录入* 拍摄面部图片一
样"成为常规采集项目! 他们计划在全市设
立 -%个虹膜信息采集站" 第一家采集站已
于 %(日在曼哈顿区投入使用"其余将于 %-

月初建成!

英国,每日邮报-%"日报道"每套虹膜扫
描系统价值 -)'万美元" 包括一台手持扫描
仪*相机和特殊软件!

按路透社的说法" 这些手持虹膜扫描仪
看起来就像超市里使用的条码扫描仪!

纽约警方发言人保罗$布朗说"虹膜识别
的精确程度和效率高于其他识别技术" 提审
在押人员时"可%更有效地&防止他们隐瞒真
实身份!

按布朗的说法" 虹膜扫描不会危及个人
隐私!

不过"纽约公民自由联盟认为"虹膜扫描
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遭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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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缅甸联邦大选委员会 %"日公布全国大选
最终结果" 政府总理吴登盛领导的联邦巩固
与发展党(巩发党)获得约 ""!联邦议会(人
民院和民族院)和省邦议会议席!

最终结果显示" 在此次全国大选选举产
生的 %%($个各级议会议席中"巩发党一共获
得了 &&'个议席" 包括 -(,个人民院议席"

%-,个民族院议席和 $,(个省邦议会议席"在
各级议会中均为多数党!

缅甸本月 "日举行 -+年来的首次多党
制全国大选! 此次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推动缅
甸由军人政权向民选政府转型的一次重要选
举! 包括巩发党在内的 '"个政党的 '+++余
名候选人和 &-名独立候选人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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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日本经济
产业大臣大 章宏 %&日与到访的美国能源
部长朱棣文进行会谈并签署了联合声明! 声
明表示" 日本和美国将加强在稀土领域的合
作"共同开发稀土替代材料!

共同社报道"根据这份联合声明"日美将
推动双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 并建立联合
小组"研究稀土采掘和替代材料等技术的合
作问题! 此外"双方还将合作促进下一代电
网技术在亚太地区的推广!

本月 %'日"日本首相菅直人与美国总统
奥巴马在横滨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
会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 双方同意开
展包括稀土利用在内的清洁能源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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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泰国政府发言人帕尼坦 %&日说"总理阿
披实决定取消下周前往俄罗斯出席全球虎保
护峰会的计划!

帕尼坦说" 阿披实届时必须参加泰国议
会关于修宪的会议"因此将缺席定于 -%日至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全球虎保护
峰会!泰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素威$坤吉滴将
代替阿披实出席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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