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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9日电 伊拉
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阿里·哈基
姆8日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报极
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已经
掌控一些研究用核原料。

路透社9日援引这封信的内容报
道，武装人员控制了伊拉克北部摩苏尔
大学内大约40公斤铀化合物。

“恐怖分子在控制区域内得到了这
些核原料，”信件说，这些原料“可以被
用作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拉克政府方面认为，尽管原料

数量有限，但“一旦恐怖组织拥有相关
专家，就可以单独利用这批原料，或将
它们与其他物质混用，从而实施恐怖
袭击”。

哈基姆警告，这批原料还可能被走
私出境。

“伊拉克政府正向国际社会通报这
一危险情况，要求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从而避免让这批原料对伊拉克国内外
构成威胁。”

针对伊拉克政府的担忧，美国政府
一名了解此事的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

美方认为，这些被极端武装人员控制的
核原料并非浓缩铀，想利用它制造核武
器没那么容易。

这次被控制的研究用核原料并非
极端武装首次在伊拉克境内“染指”危
险物质。

美国国务院6月证实，“伊黎”控制
了废弃的穆萨纳化学武器生产厂。

穆萨纳化武生产厂位于伊拉克首
都巴格达西北大约72公里处，其产量
在两伊战争期间达到峰值，1987年和
1988年分别产出209吨和394吨沙林

毒气。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这处化武设
施关闭。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用来
销毁伊拉克的化学武器。

美国国务院9日宣布，美方自2011
年起就悬赏1000万美元缉拿伊拉克极端
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首领巴
格达迪，这一悬赏仍然有效。

美国国务院说，美方自2011年10
月开始悬赏征集能够据以获知巴格达
迪下落或将其抓捕的信息，悬赏目前

“仍然有效”。巴格达迪又名阿布·杜
阿，1971年出生于伊拉克萨迈拉。

伊极端武装“动了”核原料
美国继续悬赏1000万美元缉拿巴格达迪

印度尼西亚9日举行总统选举，
昵称“佐科威”的雅加达首都特区行政
长官佐科·维多多与退伍中将、前总统
苏哈托的二女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
展开对决。一些分析师指出，两名总
统候选人的政策主张、个人背景和行
事方式截然不同，是佐科威还是普拉
博沃上台，将对印尼今后发展道路产
生重大影响。印尼民意因而分歧明
显，社交网站上甚至掀起因支持阵营
相互对立而“解除好友关系”的风潮。
这是印尼自1999年实行政治改革以
来第三次直接选举总统。两名候选人
为国家未来制定了截然不同的前进方
向，一些分析师说，这次选举堪称印尼
的“岔路口”。

《雅加达邮报》上周公开宣布支持
佐科威，说这次总统选举的意义实在
太重要，这家报纸无法保持沉默。这
是这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印尼主要英
文报纸创办31年以来首次为一名总
统候选人背书。

“很少有一场选举的选择那么具
有决定意义，”《雅加达邮报》说。这家

报纸还说，从来没有一名候选人像普
拉博沃那样符合“我们负面清单的所
有条目”，“因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普拉博沃则得到现任总统苏西
洛·班邦·尤多约诺所属的民主党公开
支持。这一执政党先前称对选战保持
中立，但两周前转变立场。普拉博沃
誓言展现强硬领导力，承诺“印尼将再
次成为亚洲之虎”，吸引了不少怀念或
喜欢苏哈托式强人政治的选民。

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项目东
南亚方向博士生候选人薛松分析说，
一些选民支持普拉博沃，是因为民众
对民主转型和巩固时期腐败愈发猖獗
不满，希望一名强势总统上台能够有
效的控制腐败；而且，相比没有任何外
事经验的佐科威而言，普拉博沃对国
家层面的事务把握也是他的优势。

然而，普拉博沃在军队任职时人
权记录劣迹斑斑，他的主要政治盟友
同样有着声名狼藉的历史，如果他当
选，可能给印尼今后的政治制度带来
更大不确定性甚至负面影响。印尼国
内外选举观察员和分析师对此表示十

分忧虑。
普拉博沃曾先后担任特种部队司

令和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由于他
领导的特种部队涉嫌参与绑架反对苏
哈托的政治活动人士，他1998年8月
被赶出军队。加上他在选战中多次宣
称要回归苏哈托时期的《四五宪法》，
印尼大学政治分析师哈姆迪·穆卢克
说，一些选民担心，如果普拉博沃当
选，印尼可能重回苏哈托时期的“新秩
序”。

苏哈托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上台
执政，推行所谓“新秩序”政策，最终造
成贪污腐败盛行，裙带之风不绝，经济
发展受挫，贫富差距加大。

薛松认为，相比普拉博沃当选后
的不确定性，佐科威起码将会是一个
行动可以预期的总统，也会恪守民主
制度框架。如果佐科威当选，将面临
的最棘手问题是反对党在国会中的联
盟力量远远超越执政联盟，日后不论
是施政还是立法都会遭遇相当大的阻
挠。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印尼大选 决定前路

62岁，代表大印尼行动党，选择
前经济统筹部长哈达·拉查萨为副总
统候选人。军人出身的他大打强势形
象牌，以发表演说时嗓门大、酷爱豪
车著称，曾骑着一匹名贵的好马参
加竞选集会。他本人和弟弟都是印
尼富豪。候选人财产申报显示，普
拉博沃拥有1.5亿美元资产，比佐科
威多出几乎60倍。

另外，普拉博沃得到强硬派伊斯
兰政党支持。今年4月国会选举中，
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尼行动党猛增
47席，从上届国会的第八大党跃升至
本届国会第三大党，堪称最大黑马。
国会选举后，大印尼行动党同印尼第
二大党专业集团党以及第七大党正义
繁荣党等数个政党结盟，共同推举普
拉博沃作为总统候选人。

普拉博沃

新华社柏林7月10日电（记者商
婧 何梦舒）德国政府10日要求美国
情报机构驻德国大使馆代表离开德国。

德国政府发言人赛贝特发表声明
说：“美国情报机构驻德国大使馆代表被
要求离开德国。”他还表示，为评估近来
发生的疑似美情报机构间谍事件及近几
个月来，美情报机构在德境内的活动，德

国联邦议院已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德
国政府“非常严肃地”对待评估过程。

赛贝特说，对德国来说，同西方盟
友特别是美国的紧密合作不可或缺，但
这需要双方“互相信任与坦诚”。

德国媒体4日曝光说，德国联邦情
报局一名雇员因涉嫌向美国提供德情
报机构内部材料被捕。此人自2012年

起以“双重间谍”身份为美国情报机构
工作，共为美方提供了218份秘密文
件。9日，德国联邦检察院又扣留一名
涉嫌为美情报机构工作的德国国防部
员工。

为此，德国外交部4日和9日两次
约谈美国驻德国大使埃默森。德国联
邦议院监督委员会也于10日上午召开

闭门特别会议讨论此事。
2013年10月，德国政府宣布默克

尔总理的移动电话可能遭到美国情报
机构监听，并要求美方立即予以澄清。
默克尔随后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这
是“严重背弃信任”之举。此后，默克尔
在联邦议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德美
必须“重建信任”。

德驱逐美情报机构驻德使馆代表

新华社吉隆坡7月10日电（记者赵博超）新
华社记者10日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处获得
证实，今年5月6日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遭武装人
员绑架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获释。

马来西亚《星报》10日援引马来西亚警察总
长哈立德·巴卡尔的话报道说，这名中国公民已经
被带至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并将于当晚前往
吉隆坡，然后从那里返回中国。

据报道，这名中国公民在沙巴州一处养鱼场
遭到武装人员绑架。马来西亚警方指认绑架系菲
律宾南部武装人员所为。沙巴州位于加里曼丹岛
北部，毗邻菲律宾南部。菲武装人员时常潜入马
来西亚境内实施绑架。

在马被绑架的
一名中国公民获释

7月9日，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
海口舰驶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码头。

当地时间7月9日下午1点起，
中国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的三
艘舰艇陆续驶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
驶往演习海域。

新华社记者 覃海石 摄

中国三艘军舰驶离珍珠港中国三艘军舰驶离珍珠港
赴环太军演海域赴环太军演海域

现年53岁，印尼斗争民主党候选
人，与前副总统优素福·卡拉搭档竞
选。

上个月初的民意调查中，佐科威还
有着显著优势。然而，Saiful Mujani研
究咨询公司8日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佐
科威的民意支持率为47.6％，普拉博沃
所获支持率为44.9％；7.5％的调查对象
说他们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或拒绝回答。

佐科威曾任中爪哇省梭罗市长，政
绩亮丽，把梭罗打造为印尼文化名城。
他2012年竞选雅加达行政长官，上任
后改善长期困扰雅加达的交通拥堵和
水患，广受好评。佐科威推行改革，作
风亲民，形象清廉，被誉为印尼政坛的
一道清流。

佐科威获得赞誉的另一个原因，
是他与一些老牌政治人物不同，与苏
哈托时代没有密切关联，是印尼政坛

“新生代”。

日本共同社9日援引日美政府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初步决
定，8月起首次接受日本海上自卫队联络
官常驻美国海军作战部。这一部门负责
海军作战策划，是严格保密的中枢部门，
美方接受外国常驻联络官的做法罕见。
美国盟国中，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海军作
战部有常驻官员，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而
言为首次。

共同社评述，此举旨在强化日美同
盟，新增一个共享情报的平台，统一美军
和日本自卫队的行动步伐，针对中国的海
洋活动和朝鲜核及导弹开发等事项。

（新华社微特稿）

日美新增
情报共享平台

新华社莫斯科7月9日专电（记者曹妍）俄罗斯联
邦委员会（议会上院）9日通过一项法案，从2015年开
始，禁止俄罗斯国内收费电视频道播放广告。此举将
对过度依赖于广告收入的收费频道造成打击。

这项法案由俄罗斯议员伊戈尔·佐托夫提
出。他认为，收费电视频道已向用户收取了观看
费用，与竞争对手相比处于更有利地位。为公平
起见，收费频道不应再播出广告并收取费用。

目前，俄罗斯有大约150个收费电视频道。9
日表决时，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
禁止收费频道播放广告很有必要，收费频道播放
广告损害了观众利益，观众在获得电视产品的同
时不得不接受以广告形式强加的服务。

这项法案还要求对俄罗斯联邦法律《广告法》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法案此前已经俄罗斯国家杜
马（议会下院）审议通过，预计俄总统普京会很快
签字批准。

俄收费电视频道
明年禁播广告

7月9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
人员包围了犯罪嫌疑人的车辆。

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9日发生枪击事
件。据当地政府部门称，枪击已造成2名成人和
3名儿童当场死亡，另有一名儿童送入医院后不
治身亡。 新华社/美联

休斯敦枪击案致6死1伤

对现代人来说，手机没电可谓是每天最折磨
人的事情之一。不过别着急，科学家已经找到了
解决办法——用海岸边的沙子来做锂离子电池。
这种电池的寿命是现有电池的三倍。

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德分校研究生扎卡
里·费沃斯与研究团队一直在从事有关高效能电
池的研究。当前，人们主要用石墨来制作电池阳
极，但费沃斯和同事们想要尝试用硅来替代，以提
高电池效能。不过，用硅充当阳极的电池老化速
度太快、无法大批量生产。

英国《每日邮报》9日说，使用以硅为阳极原
料的电池后，人们就不再需要每天为手机充电，三
天一充已足矣。另外，这种电池还可以应用于电
动汽车和笔记本电脑。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海沙做电池
寿命长两倍

印度尼西亚9日举行总统选举。当
天投票结束后，依据不同民意调查机构
发布的快速计票结果，雅加达特区行政
长官佐科·维多多（又称佐科威）和退役
将军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各自宣布“获
胜”，而官方最终计票结果要等到21日
或22日发布。

新加坡媒体报道，印尼华人倾向于支
持佐科威，但大多不担心选后会出现乱
局。

华人选民的“历史情绪”
新加坡《联合早报》9日报道，印尼

不少华人选民仍然相信时任印尼陆军
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应为1998年排

华暴乱承担责任。在今年4月国会选
举中得票最高的华人国会议员托尼·瓦
多约说，这种“历史情绪”至今仍然影响
许多华人选民的投票取向，尤其在当年
暴乱最严重的雅加达华人聚集区。

瓦多约说，佐科威主张多元宗教并
存，而普拉博沃对宗教以及少数族群的
立场让一些华人选民难以接受。

现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已呼吁佐科威和普拉博沃双方阵营“保
持克制”。

普拉博沃否认传言
由于普拉博沃参选，华人因素成为

这次印尼总统选举热议话题之一。
普拉博沃领导的特种部队涉嫌

参与绑架反对苏哈托的活动人士。
他因此被迫于 1998 年 8 月离开军
界。然而，对所有这些指控，普拉博
沃从未承认或道歉。他提出应该推
动全国和解，使“国家不再沉浸在从
前的罪恶中”。

支持普拉博沃的人则反驳关于普
拉博沃有排华情绪的传言。《联合早报》
援引他们的话报道，普拉博沃2012年
支持佐科威的“左右手”、华人政治家钟
万学竞选雅加达特区副行政长官，而且
钟万学眼下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尼
行动党内地位很高。

由于佐科威竞选总统，钟万学6月
初就任雅加达特区代理行政长官。如
果佐科威当选，他将自动“转正”，成为
印尼首都首位华人行政长官。

佐科威遭网络抹黑
竞选期间，佐科威遭遇网络抹黑，

同样令印尼华人不安。
5月4日，一则虚假讣告在微博客网站

和社交网络上传播，不仅宣布佐科威“死
亡”，还诽谤他是新加坡华人后裔，与数位祖
籍福建的华人私交甚密，甚至佐科威竞选雅
加达特区行政长官的资金也来自于华人。

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项目东
南亚方向博士候选人薛松分析说，这一
事件显示，尽管印尼经历了16年的民
主改革，印尼华人的政治力量仍然微
弱，印尼社会对华人的政治歧视仍然存
在。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印尼华人不忧选后局势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加
沙地带的“护刃行动”10日进入第三天，
空袭共造成8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00
余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10日与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敦促以色
列尽快在加沙地带停火。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说，
截至10日，以军三天的空袭已造成86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00余人受伤，死
伤者中多数为平民，其中包括众多妇
女和儿童。医护人员表示，由于许多
伤者伤势严重，加之加沙缺医少药，未
来几天死亡人数还可能上升。此外，
以军的空袭还摧毁了加沙地带 80余
栋建筑物。

另据以色列军方提供的消息，以军
在10日凌晨的空袭中，共打击了加沙地
带的108处目标。与此同时，有11枚火
箭弹从加沙射向以色列，其中6枚被以
色列的“铁穹”反导系统拦截。10日上
午，又有5枚中远程火箭弹从加沙射向
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但都被“铁
穹”拦截。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
说，自从“护刃行动”开始后，以色列共
对加沙地带的800多个目标进行空袭，
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的指挥中心和哈马斯高级指挥官
的住宅。

以加沙行动升级
俄罗斯敦促停火

新华社莫斯科7月10日专电（记者曹妍）近
年来，俄罗斯人也流行在“吉利日子”结婚，新人们
相信“幸运数字”会使得婚姻美满长久。不过，首
都莫斯科相关机构9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即
使在“好日子”结婚，离婚率也与普通日子相差无
几。专家指出，重要的不是婚期，而是爱情。

俄罗斯人认为“7”是幸运数字。2007年7月
7日，由于“7”出现了3次，因此被公认为结婚的

“黄道吉日”。人们赶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日子登记
结婚，致使莫斯科全市结婚登记机构门前都排起
长龙，工作时间不得不延长至晚上12时。当天全
市共有1678对新人登记结婚，是近些年来单日登
记结婚数量最多的一天。

但是，莫斯科民事登记部门提供的数据却令
人失望。仅仅过了7年，1678对登记结婚的新人
当中，已有455对解除婚约，占总数的27％。该
机构负责人伊琳娜·穆拉维约娃说：“幸运数字不
可能保护家庭，只有互相尊重和感情才有可能。”

本世纪初开始，俄罗斯人流行在“吉利日子”
结婚。除了2007年7月7日之外，2008年8月8
日、2009年9月9日、2011年11月11日、2012年
12月12日，俄罗斯很多城市都掀起了结婚热潮，
登记结婚的新人数量是平日的数倍。

数据显示，在“吉利日子”结婚的新人，离婚率
并没有明显降低。例如，2002年2月2日结婚的
550对新人中，已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夫妇分道扬
镳，基本处于平均水平。专家认为，“吉利日子”总
体不会对巩固家庭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年轻人不
必迷恋“幸运数字”。

俄统计数据显示

“好日子”难保好婚姻

苏哈托女婿

政坛“新生代” 佐科威

各自宣布“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