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0 1

"2#34567

89):;<=

>8>#?@"

ABCDEFG

7H*IJKL

MNOPIQR

STUM$

VW! -.

/013=>8

>XYZ[!\]

^_`#%ab6

cd&eOHfg

hijk$

lmn

$

ol

!"#$%

&'()*+

!

!

"#

"!pDqYYrstuvw#xFy

z9XY6pD{|}~�Z$ ��A�yz9}

~60�����!������3Z�6��$

lmn

$

��

!

!

"%

"!#

��%&����

;6�.����

�=! _��3�

� ¡$

VW! ¢£¤

�.�¥¦�§¨

©ªXY«¬ !

®_��3���

¯°± $ ²"!�

�³´µ_��3

��6°±¶·¸

¹!

!&

º6§¨©

ª

"'

"#»±¼

½¾$

lmn�

!

"

#

$

%

A4"(!"

�

!

!

"&

" ¿À"

ÁÂÃÄ

$

ÅÆ¯ ÃÇ

$

È É

pDlÊ

综 合

&'()*+,

!"#-./012

叙支持反对派武装人员
在大马士革郊区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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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质疑阿盟对叙倡议
,-./0123456789: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定于 !" 日讨论
针对叙利亚的下一步行动! 外交人士说"

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届时将向安理会提交
一份决议草案" 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新
倡议寻求支持!

同一天"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根纳
季#加季洛夫说"决议草案没有考虑俄方
立场"$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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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在微博客网站说'$(纽约)

当地时间 !"日 #$时"联合
国安理会将在纽约闭门磋
商"讨论就叙利亚局势将采取的行动& %

法新社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一
份由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摩洛哥*卡塔
尔等阿拉伯国家起草的叙利亚问题决议
草案届时将递交安理会成员国" 以寻求
对阿盟倡议的支持&

阿盟 !! 日倡议" 叙利亚总统巴沙

尔#阿萨德向副总统移交权力"叙利亚政
府两周内与反对派对话&

法新社报道"草案谴责暴力事件"要
求叙利亚政府停止$镇压%& 路透社报道"

草案呼吁$政治过渡%"包括巴沙尔移交
权力&

阿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和卡塔

尔首相兼外交大臣谢赫哈马德#本#贾西
姆#本#贾比尔#阿勒萨尼定于 %&日或 %#

日向安理会简要陈述&

如果磋商取得进展"外交人士推测"

安理会最早可能下个星期就草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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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副外长加季洛夫 !"日说"决
议草案没有考虑俄罗斯方面的立场&

俄通社+塔斯社援引这名副外长的
话报道"草案没有包括$对我们立场的基
本考虑%"缺少$我们视为重要的关键方
面%&

加季洛夫说" 俄罗斯不会支持敦促

巴沙尔下台的任何决议草案" 过早表决
新草案$注定会失败"因为我们已经明确
表达自己的立场%&

俄罗斯可以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去年 #&月"安理会表决法国和英国等国
提交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 俄罗斯投
票反对"草案未获通过&

另外"俄罗斯提交一份决议草案"对
叙利亚冲突各方予以相同程度的谴责&

DEFG/012HI

加季洛夫 !"日说"俄罗斯提交的决
议草案仍然有效"不会遭阿盟草案替代&

按他的说法"俄罗斯之
所以难以接受阿盟决议草
案"原因之一还在于它没有
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之一" 俄罗斯先前表态"

不会让安理会通过任何支
持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决议&

谈及西方和阿拉伯国
家的决议草案"加季洛夫说"其中一项条
款规定"叙利亚执行决议后 #$ 天"安理
会将予以检查, 如果叙利亚没有遵守决
议"安理会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路透社援引加季洛夫的话报道'$什
么措施- 这是我们的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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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数个城镇 !"日发生爆
炸袭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

官方媒体叙利亚通讯社报道说"叙
北部城市伊德利卜外围的一个警方检
查站当天遭到一名$恐怖分子%实施的
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造成一人死亡*

两名警察受伤& 不过"叙利亚人权观察
组织说" 此次袭击除造成袭击者死亡
外"还导致多名警察受伤&

叙通社报道说"同一天"$恐怖武装

组织%在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引爆一
枚炸弹" 造成一名儿童死亡*##名平民
和警察受伤&此外"还有数个城市 !"日
发生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一些人员伤
亡&

另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安全部队
!"日在首都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古塔地
区对武装分子展开清剿行动& 与此同
时"叙安全部队已进入距大马士革约 !&

公里*武装分子盘踞的杜马市和哈尔斯
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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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太平洋
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 !"日
说"如果菲律宾方面提出请求"美
方愿意以轮番驻扎的形式在菲律
宾驻军&他说"美国没有兴趣在亚
太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威拉德当天在华盛顿举行
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当
前没有兴趣在亚太地区建立新
的军事基地"但欢迎派军队在该
地区轮番驻扎的机会& 他说"美
方希望能与菲律宾在这方面开
展讨论& 本周"菲律宾正与美国
开展双边战略对话&

威拉德说"长期以来"美国
与菲律宾两军一直在开展合作"

以帮助菲律宾各军种平衡发展&

他称"这种做法强调了海事安全
与稳定的重要性"将其放到了与
以陆军为主的反恐行动同样重
要的位置& 但他同时说"美方在
菲律宾重开苏比克海军基地的
可能性极低&

苏比克海军基地一度是美
军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基
地"于 !&世纪末关闭&

根据美国新军事战略" 亚太地区将成为美国安
全战略重心&当前"美方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有新
的驻军协议& 根据与澳大利亚去年 ##月宣布的协
议"美军将从今年年中开始"每批派出 !&&至 !$&名
海军陆战队员在达尔文驻扎"每 '个月轮换一次&澳
大利亚方面说" 驻澳美军规模将在未来数年扩大到
!$&&人左右& 根据美方去年与新加坡宣布的协议"

美军将派出沿海作战舰在新加坡驻扎&

威拉德说"对太平洋司令部而言"这类驻扎协议比
建立新基地更有吸引力" 因为这种协议花费小* 麻烦
少"同时驻扎地点更靠近可能发生紧急情况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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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议会外交政策和国家
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侯赛因#易
卜拉希米说"伊朗议会定于 !(

日商议一份法案" 最早下周叫
停对欧洲联盟的石油出口&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

日再度呼吁伊朗重回谈判桌"

对话解决伊核问题&

伊朗法尔斯新闻社 !" 日
援引易卜拉希米的话报道"针
对欧盟最新制裁决议" 伊朗将
以立法形式禁止向这一地区输
出石油&

$议会 !(日将不得不通过
一项.双重紧急/法案"呼吁从
下周起停止对欧洲石油出口"%

易卜拉希米说!

美国能源部情报局测算"

伊朗 !&##年上半年对欧盟石
油出口占出口总量的 #)!! 法
尔斯新闻社援引伊朗议会能源
委员会成员穆阿耶德0侯赛
尼+萨德尔的话报道'$如果议
员认定" 伊朗对欧石油出口必
须停止"议会(通过法案)绝不
会迟疑! %

侯赛尼+萨德尔说" 伊朗
$断供%将令欧盟震惊"后者将
意识到伊朗的强势及其绝不屈
服的决心!

伊朗驻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代表穆罕默德0阿里0
哈提比接受伊朗工人通讯社采
访时说" 伊朗可能向下一次欧
佩克会议提出石油出口议题!

欧盟外长会议本月 !% 日
决定"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

转运原油和成品油" 为伊朗的

石油贸易提供融资和保险服务!

决议同时规定" 现有合同可执行
至今年 "月 #日!

正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出席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 !"日呼吁"伊朗恢复与六
国"即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的对话"$责任现在伊
朗(那边)%!

潘基文说'$他们必须自己证
明"核(技术)开发项目真正出于和平
目的! 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做到! %

潘基文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最
新报告提及的伊朗曾经从事$与核
爆炸装置相关%活动表示担忧"重申
化解伊核危机的最好途径是对话!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定于
月底到达伊朗! 这一机构总干事
天野之弥 !"日敦促伊朗给予$建
设性%合作!

天野之弥说" 先前的核查因
为伊方$缺乏合作%而受阻!$我们
希望他们采取建设性做法" 给予
充分合作! %

就国际原子能机构去年 ##

月的报告"他说"现在无法断言伊
朗是否寻求核武器" 但国际原子
能机构所获信息显示" 伊朗从事
过与核爆炸装置相关的活动!$我
们要求伊朗说明情况! 我们提议
派遣代表团"他们同意接受! %

同样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0巴拉
克认为"伊朗不会改变一贯做法!

$我对伊朗政权不存幻想11伊
朗一直在挑衅和欺骗整个世界"

以期获得核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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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萨科齐 !" 日在
巴黎宣布" 法国将在
!&#%年年底前撤出其在阿富汗的全部
作战部队!

萨科齐当天在爱丽舍宫与来访的阿
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会谈后在记者会上
说" 法国已在 !&##年按照原计划撤走
*&&名驻军! !&#!年法国将加快撤军速
度"撤出 #&&&多名法国驻军"到 !&#%年
年底前撤出全部在阿富汗的法国作战部

队" 仅留少量的军事人员参与阿富汗军
队的培训工作!

萨科齐还宣布" 一周前由于 *名法
国士兵遭袭击身亡而宣布暂停对阿富汗
军队的培训行动将从 !)日起恢复"今年
%月份将原先由法军负责的阿富汗东部
卡皮萨地区治安交给阿富汗当地军队!

萨科齐说" 他在会谈中要求卡尔扎

伊总统加强安全防
范措施" 确保法国
驻军的安全!

本月 !& 日"*

名法国士兵在阿富汗东部遭身着阿富汗
军装人员袭击身亡"同时有 #$名法国士
兵在这一事件中受伤!萨科齐 !&日曾宣
布" 在阿富汗法国驻军的安全无法得到
保证之前" 暂停与阿富汗军队的援助行
动"并考虑提前从阿富汗撤军!

自 !&&#年末驻扎阿富汗以来"已有
)!名法国军人在阿富汗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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