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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申遗成功
我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总数已达47项，位列全球第二
据新华社多哈 6 月 23 日电 （记者
杨元勇）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
38 届 世 界 遗 产 大 会 23 日 继 续 举 行 会
议，审批各代表团提交的申报世界遗产
名录申请报告，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申
遗项目获批通过。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李如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南方喀斯特景点多、面积大、区域
广，不仅向世人呈现了大自然的美学价
值，也见证了地球演化过程，此次中国
南方喀斯特二期申遗成功，有助于全世
界加深了解中国独有的自然资源禀赋，
强化公众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对特殊遗
产资源的保护意识。他还表示，申遗过
程和申遗成功是以全球视野和标准重
新评估自然遗产，开阔人们认识自然遗
产的眼界，提升保护管理级别，履行世
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自觉接
受国际社会监督，使全人类共同欣赏、
保护大自然所创造的奇迹，从而形成一
个有效的管理机制，有利于自然遗产保
护的持续发展，有利于提高地区和国家

的文化软实力。
被本届大会批准的中国南方喀斯
特二期包括重庆金佛山喀斯特、贵州施
秉喀斯特、广西桂林喀斯特以及作为贵
州荔波喀斯特遗产地拓展的广西环江
喀斯特，总面积 1186 平方公里，其中提
名 地 面 积 409 平 方 公 里 ，缓 冲 地 面 积
777 平方公里。
“喀斯特”也即岩溶，是水对可溶性
岩石进行溶蚀等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
下形态的总称，是一种地貌特征。中国
南方喀斯特一期由中国云南石林喀斯
特、贵州荔波喀斯特、重庆武隆喀斯特共
同组成，于 2007 年 6 月 27 日在第 31 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被评选为世界自然遗产
并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本届会议批准的
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是第一期项目的拓
展，
不单独占用世界遗产名录名额。
到目前为止，我国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项目总数已达 47 项，位列全球第
二，
仅次于意大利。

被捕前曾开枪企图自杀

但仍有一些因素为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蒙上阴影，
一时难以消散
国际观察

6 月 23 日，救援人员将自杀未遂
的枪击事件肇事者送往医院。
新华社/韩联社
据新华社首尔 6 月 23 日电 （记
者张青）据韩联社 23 日报道，韩国东
部前线哨所枪击事件肇事者 22 岁的
林姓士兵当天下午被抓获，被捕前林
某曾开枪企图自杀。
国防部表示，林某所携带的 K－2
步枪及实弹等已全部收回，林某将被
移交给军方调查机构。此外，在其被
捕后，军方解除了江原道高城郡一带
“珍岛犬一级”最高警戒令。
据悉，林某企图自杀时位于高城
郡一度假公寓附近，当时处于跟军方
的对峙中。
21 日晚，正在江原道高城郡东部
前线一陆军部队哨所执勤的林某，先
在军营引爆了一枚手榴弹，接着又用
K－2 步枪向其他哨兵开了 10 余枪，
致使 5 名士兵死亡，7 名士兵受伤。事
发后，林某携枪支弹药潜逃，22 日下
午与军方发生枪战。此后军方包围林
某，
对峙长达一整夜。
据军方透露，在逐渐缩小对林某
的包围网后，林某哭着提出了跟父亲
通电话的要求。通话后，林某的父亲
和兄长抵达现场对其进行劝导。在军
方和家属劝说的过程中，感到不安的
林某开枪企图自杀。

案件三大疑点
据韩国《中央日报》6 月 23 日报
道，韩国哨兵枪击事件肇事者林某被
军方逮捕，这场不分昼夜的持械逃离
兵营的案件终于以肇事者自杀未遂
而告终，
但整件事情仍然疑点重重。
疑点 1：为何自杀 林某 21 日枪
击数名战友后逃离军营，22 日下午开
始与军方形成对峙局面。韩国军方
为林某提供了面包、牛奶等食物，并
为其提供条件与自己的父亲通话，试
图让林某投降。但林某在经过了 42
小时的疲劳对抗后不但没有接受军
方的建议，反而持枪自杀，这是一个
值得怀疑的问题。
疑点 2：为何出现对峙交火 林某
即将迎来休假和转业，在这种情况下
他为何枪杀战友，甚至还引爆了手榴
弹，这是一个需要韩国军方公开的问
题。并且，韩国军方从 22 日开始便出
动了精锐部队 307 特工队与林某对
峙，但直到 23 日林某自杀之前都没有
成功将其逮捕，这也值得。此外，特
工队刚刚在荒山发现林某时，只要出
动警犬便可以轻易将其抓捕，形成后
来的对峙形势实属不该。
疑点 3：作案动机可疑 林母对林
某枪击战友并出逃的动机表示质疑
称：
“谁把我的儿子变成了这样”？她
表示，林某 7 月便会休探亲假，9 月正
式退役，儿子以这种方式出逃实在让
人无法理解。林某的父母 22 日曾经
找到韩国军方领导，对林某所在部队
的副队长等人进行了 30 多分钟的责
骂。
（据国际在线）
■■■■■

美国国务卿克里 22 日访问埃及，
就恢复对埃军事援助、共同应对地区危
机等议题与埃及总统塞西和外长舒凯
里会谈。作为塞西就任埃及总统后来
访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克里此访引起
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
克里此行对新时期
美埃关系推进具有积极意义。在埃及
国内止乱待兴、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
下，
克里访埃传递出两国关系逐步回暖
的信号。
埃及军方去年 7 月罢黜前总统穆

中东
局势

尔西，
使美国在表达立场上陷入尴尬境
地。白宫一度中止对埃及每年约 15 亿
美元的援助，
美埃关系趋紧。
随着埃及政治过渡逐步推进，美国
对埃及新政权态度由暗转明。今年 4
月，克里游说国会恢复对埃援助，并向
其提供 10 架阿帕奇直升机用于反恐。
数日前，更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已悄然
解冻了对埃军援。对此克里表示，他对
美国政府说服国会尽快恢复全部援助
有信心。
前埃及驻美国大使、
埃及外交事务
委员会主任阿卜杜勒－拉乌夫·里迪告
诉新华社记者，
埃及在中东地区的战略
地位和埃美两国长期同盟的历史，使美

国无法忽视埃及的重要作用，
“ 这不会
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轻易改变”
。
自 1979 年与美国盟友以色列签署
和平条约以来，
埃及一直是美国在中东
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对美国在该地区
维持影响力和打击恐怖主义发挥着重
要作用。2011 年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
政权数度更迭，
但美国始终未停止对埃
及的支持。
美埃重塑同盟关系的另一大驱动
力是不断紧张的地区局势。目前，叙利
亚冲突仍在继续、伊拉克局势陡然恶
化、
利比亚乱局难解……美国深陷中东
泥沼，
进退维谷。
里迪说，
军事强人执掌的中东大国

埃及，可为美国重塑地区防御网络、打
击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努力增添砝
码。
“ 埃及过去长时间内在地区事务中
发挥重要作用，
军队实力在中东首屈一
指，
这被美国视为捍卫地区利益的一大
基石。
”
尽管埃及新总统就职后美埃互利
合作趋势重现，双边关系解冻回暖，但
仍有一些因素为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
蒙上阴影，
一时难以消散。埃及政治学
教授贾迈勒·萨拉马认为：
“美国国会利
用人权议题向埃及政府施压，或将长期
成为掣肘埃美关系深入发展的症结。”
记者郑一晗
（新华社开罗 6 月 22 日电）

伊拉克武装冲突持续

反政府武装夺取西部多个城镇

据 新 华 社 巴 格 达 6 月 22 日 电
（记者尚乐）伊拉克军方人士 22 日说，
伊安全部队和反政府武装继续在全
国多个省份激烈冲突。反政府武装
夺取了西部安巴尔省多个城镇，在西
线取得明显进展。
安巴尔省一名消息人士 22 日告诉
记者，反政府武装 21 日占领重要边境
城市加伊姆后，
又在当天相继拿下了该
省赖瓦、阿纳和鲁特拜三座重要城镇。
这名消息人士说，反政府武装 21 日下
午攻入首都巴格达西北 275 公里的赖
瓦市和邻近的阿纳市，并占领了这两座
城市的政府办公大楼和警察局，当地
政府军和警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
从驻地撤离。巴格达西北 200 公里的
哈迪塞市附近地区当天也被武装分
子占领。21 日晚，武装分子还攻占了
巴 格 达 以 西 370 公 里 的 鲁 特 拜 市 。
22 日，反政府武装一直在谋求对哈迪
塞市发起进攻。有超过 2000 名政府
军援军当天抵达哈迪塞市，准备对武
装分子进行阻击。

在伊拉克基尔库克拍摄的几名支持政府军的武装人员。
赖瓦、阿纳和哈迪塞市均位于从伊
拉克与叙利亚边境通往巴格达的高速
公路沿线，
而鲁特拜市位于连接巴格达

新华社/法新

和叙伊边境的另一条公路线上。观察
人士认为，
武装分子攻占赖瓦和阿纳市
并直指哈迪塞市，
其目标很有可能是哈

迪塞市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重要大
坝。该大坝上建有一座装机容量 1000
兆瓦的水电站，
一旦被毁将严重影响整
个伊拉克的电力供应，甚至酿成洪灾。
此外，伊内政部新闻发言人萨阿
德·马安 22 日说，安全部队目前仍控制
着叙伊边境的瓦利德检查站。该检查
站距刚刚被武装分子占领的鲁特拜市
约 120 公里。
马安还说，该检查站以南的伊拉
克和约旦边境的检查站目前也在政
府军控制下。但安巴尔省一名消息
人士说，安全部队已从瓦利德检查站
撤 离 ，武 装 分 子 目 前 控 制 着 该 检 查
站。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么伊拉克
政府军目前已丧失了对叙伊边境所
有 边 境 检 查 站 的 控 制 。 早 在 6 月 15
日，库尔德武装就控制了伊北部叙伊
边境的边境检查站。
伊军方发言人卡西姆·阿塔在当天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伊安全部队从西部
城市撤离是一种
“战略选择”
，
是为了对
兵力进行重新部署。

通过敲诈、绑架勒索等手段获得资金

伊拉克极端组织“不差钱”

克里访问伊拉克
6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
伊拉克并展开访问，重申美将协助伊
拉克应对安全威胁。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东京6月23日电 日本冲绳县23日举行
二战末期冲绳战役纪念活动时，
冲绳民众举行抗议，
对日本政府图谋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动向表示不安。
活动在冲绳战役最后的激战地系满市的和平祈
念公园举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
尽管安倍在致辞中称将努力
“构建和平”
，
许多
冲绳民众对安倍政府准备解禁集体自卫权、
强化日
美同盟、
将防卫重点集中到包括冲绳在内的西南地
域表示不安。冲绳战役幸存者玉城节子对媒体说，
当地民众对当前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向深表
不安，
有必要贯彻和平与非战的理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 5 月表明修改宪法解
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基本方向”后，冲绳当地
的《琉球新报》曾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行使集体自
卫权意味着日本将与美国加强军事行动联动，一
旦出现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情况，冲绳可能首当其
冲遭到攻击。作为军事基地之岛的冲绳，应大声
提出反对，
制止政府的愚蠢举动。

美国五角大楼 22 日证实，由美国波音公司研
发的地面导弹防御系统（GMD）在近期一次测试
中成功击中太平洋上空一枚
“来袭”
的中程弹道导
弹，完成拦截。这是该项目 2008 年以来首次成功
实施实弹拦截测试。2010 年，GMD 系统的两次
拦截测试都以失败告终。
（新华社微特稿）

克里访埃 美埃回暖

肇事士兵被捕

日本冲绳民众举行抗议

美地面导弹防御系统
成功拦截目标

2011 年 6 月 29 日拍摄的重庆金佛
山喀斯特风光。
新华社发

韩国哨所枪击案追踪

对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图谋

连日来，极端武装组织“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L）先后攻陷伊
拉克北部和西部多座城市，包括伊拉
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媒体报道，这
一极端武装组织向来善于通过敲诈、
绑架勒索、接受海湾国家富人捐赠等
手段获得资金。在攻占伊拉克大片地
区的同时，这一组织更是获得巨额资
金来源，
为其扩充兵力提供基础。
尼尼微省官员巴沙尔·基基说，当
武装人员占领摩苏尔时，摩苏尔各大
银行的现金储备达到 4 亿美元。攻占
摩苏尔后，ISIL 曾发布一份有 16 个要
点的文件称，
“ 为了穆斯林的利益”，
ISIL 将接管伊政府手中的金钱。
其实，在占领摩苏尔前，ISIL 已经
从摩苏尔这座拥有200万人的城市获得
大量资金。消息人士估算，
这一组织当
时通过敲诈、
绑架勒索、
腐败等手段每月
能在摩苏尔获得1200万美元的收入。

此外，ISIL 还在叙利亚北部和东
部一些地区活动，它甚至可以通过销
售石油获利。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反恐项目
负责人马修·莱维特说：
“ISIL 通过犯
罪集团来筹集经费的做法由来已久。
”
虽然莱维特预计 ISIL 不会长期占
据优势，但他认为，这一组织具备独特
的能力，善于“占领领地、关键基础设
施和自然资源”
。
媒体认为，
与其他一些极端武装不
同，
ISIL 的资金来源并不主要依靠海湾
国家富人的捐赠，而是靠自己直接筹
集，
这使得其资金链条很难被切断。
美国财政部先前曾警告说，对于
武装组织来说，虽然传统的资金链条
依然重要，但许多组织开始更多地在
自己活动的地区筹集资金。
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
情报的助理部长戴维·科恩今年 4 月

■■■■■

说：
“ 这些组织在当地获得资金，而这
些地区经常不受政府控制。
”
“由于没有转移资金的需要，恐怖
分子能够避开关键的国际监控，从而
限制政府追踪和阻断它们资金流动的
能力，
”
他说。
但科恩认为，武装组织主要依靠
敲诈等犯罪手段筹集资金会引发当地
人的愤怒，
从而影响其长期发展。
分析师称，
ISIL 在资金筹集手段上
也会考虑转型。在占领摩苏尔后，
它可
能会通过
“合法”
税收、出售财产和其他
手段获得收入，
以保证长期的资金来源。
布鲁金斯学会多哈研究中心学者
查尔斯·利斯特说：
“ISIL 在占领摩苏
尔前就已经是一个有钱的组织。
”
他认为，ISIL 近期在伊拉克获得
大量物资，并暂时占领大片领土，
“这
一组织长期的经济来源得到保证”
。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阿富汗塔利班
释放33名教授和学生
阿富汗一名官员 23 日说，塔利班已经释放了
大约两周前在阿富汗东部绑架的 33 名大学教授
和学生。33 人中大多数是阿富汗坎大哈大学的
教授，他们在获释后正赶往首都喀布尔。塔利班
发言人向媒体证实这一消息，但没有说明是否有
人支付了赎金。
（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捕获直升机越狱逃犯

加拿大快速反应部队 22 日突袭蒙特利尔一
座高层公寓，抓获 3 名两周前上演“直升机越狱”
的逃犯。本月 7 日，魁北克省一座监狱内的 3 名
囚犯借直升机软梯爬上直升机逃离监狱，此后加
拿大发布全国通缉令，并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协
捕请求。
拼版照片显示的是 6 月 7 日加拿大直升机越
狱事件逃犯（从左到右）丹尼斯·勒费布尔，53 岁；
瑟奇·波默洛，49 岁；伊夫·丹尼斯，35 岁。
新华社/路透

南非4名矿工遭枪杀
南非警方 22 日说，约翰内斯堡附近一座金矿
发现 4 名矿工身亡，死于头部中弹。尸体由金矿
保安发现，但凶手及杀人动机不明。约堡附近一
些废弃矿坑常有非法矿工捡漏，经过几星期危险、
局促的地下工作，
挖出些许含金矿渣。
（新华社微特稿）

秘鲁警方缴获
面值约450万美元假钞
新华社利马专电 （记者张国英）秘鲁国民警察
局近日宣布，
秘鲁警方在首都利马市中心查获了面
值约450万美元的假钞，
并逮捕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透露，
在美国情报人员的协助下，
秘鲁警
察对一个印制假钞的犯罪团伙进行了跟踪调查。
当天，
正当一名男子往出租车上搬运包裹时，警察
采取突击搜查行动，在包裹中发现了面值总计为
200 万美元的假钞。随后，警方又在其家中查获
了面值总计约 256 万美元的假钞，并当场逮捕了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除大量假钞外，警方还缴获了 1 台印刷机、21
块各种货币和面值的金属模板等印制假钞所需的
材料和工具。
据嫌犯交代，假钞将运往美国、阿根廷、委内
瑞拉和厄瓜多尔。

一列货运火车在乌克兰脱轨
6 月 23 日，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伊洛瓦
斯克镇附近，
工作人员在脱轨的火车旁忙碌。
因铁轨被炸坏，一列 14 节车厢的俄罗斯货运
火车在这里脱轨。
新华社/路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