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拉克

美国官员8月31日说，一伙利比亚
民兵武装人员占据美国驻的黎波里大使
馆的一处弃置附属院落，但尚未突入馆
舍主院。

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的一段
视频显示，一伙据信来自西北部城市米苏
拉塔的民兵武装人员突破美国使馆弃置
的一座有游泳池的院子。数十人喜气洋
洋涌入院子，有些人持有武装，有些人从
泳池旁一座建筑的阳台上跳入泳池。

这个附属院子由外交人员住宅及其
他建筑组成，距离大使馆馆舍主院大约
2英里。

鉴于利比亚武装派系冲突愈发激烈，
美国7月26日关闭驻利比亚大使馆、撤离
全部人员，其一些外交人员迁移至突尼
斯。在美国使馆人员撤离前，美方销毁或
转移了美国外交设施的全部敏感资料。

就视频内容，身在地中海岛国马耳
他的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德博拉·琼斯在
微博客网站“推特”上说，视频上似乎是

“美国使馆的住宅区，但不能断言”。
自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利比亚陷

入严重武装派系争斗，以米苏拉塔民兵
为首的宗教派系名为“利比亚黎明”，当
前控制的黎波里。

一名“利比亚黎明”指挥官称，该武
装上星期就已进入美国使馆，负责馆舍
安全。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
路透社记者，美国政府认为，尽管附属院
落被占据，但美国使馆馆舍没有遭遇相
同命运。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31日在
一份声明中说，美方已经注意到报道和
视频，正在寻求了解更多细节，目前相信
馆舍本身安全，但美方会继续监控局势。

庄北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民兵武装占据美国使馆

根据合同，从2018 年

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
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

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

立方米，累计合同期30年。

作为对华供气的主干道，
“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西
起伊尔库茨克州，东至俄远东港
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近

4000公里。管道连接俄罗

斯东西伯利亚的科维克金气田
和恰扬金气田，设计年输气量为

61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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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9月1日电（记者张雪飞）截至当地
时间1日上午，塞纳－圣但尼省一座居民楼发生的
倒塌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
严重。

位于塞纳－圣但尼省罗尼苏布瓦镇的这座五层
居民楼8月31日上午7时左右发生爆炸，导致建筑
物大面积倒塌。

引发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中。在事故发生后抵
达现场的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曾对媒体表示，爆
炸“很可能因煤气泄漏引起”。塞纳－圣但尼省省长
菲利普·加利1日也表示爆炸的发生“很有可能与煤
气相关”。

据悉，负责燃气供应的法国供电公司正在事故
发生地进行施工，但该公司称此前并未收到任何事
发地存在煤气泄漏的报告。

法国一居民楼爆炸倒塌
7人死亡11人受伤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1日表示，
乌克兰政府应该就乌东部的国家地位
问题与东部民间武装进行谈判。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普京当
天在接受俄罗斯第一电视台采访时
说，就乌克兰东部问题，现在应该立即
着手进行直接、富有成效的谈判，应该
考虑乌东部政治组织建设和国家地位
问题，以保证生活在乌东部地区人民
的合法权利。

普京同时指出，乌克兰东部的军
事行动必须立即停止，并展开基础设
施的重建工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表示，将普京的表态解读为给予乌克
兰东部国家地位是错误的，普京只是
呼吁乌克兰内部各方进行包容性谈
判，通过这种包容性谈判以解决乌克
兰政府同乌东部地区的关系问题，这
是乌克兰内部就乌内部体制进行的
谈判。

乌克兰政府军“反恐战争”发言人
阿列克西·德米特拉什科夫斯基８月
３１日说，政府军一艘边境巡逻船在
亚速海执行任务时遭民间武装地面炮
击。这是乌克兰局势今年４月恶化以
来，战火首次蔓延至海上。

不过，他没有给出更多详细信息，

包括事发时巡逻船上共有多少人。
德米特拉什科夫斯基说，政府军已

派出搜救人员前往事发地展开救援。

顿涅茨克民间武装领导人安德
烈·普尔金说，他将前往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参加定于9月1日举行的乌克

兰问题会谈。
同日，两名美国参议员提议，美国

政府不仅应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
制裁措施，还应直接向乌克兰政府军
提供武器装备。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
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说：“我
们应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让普
京在进一步攻击中付出代价。”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支持这
一提议。他说，如果不对俄罗斯在
乌克兰的举动加以遏制，东欧一些
国家也将面临威胁。他同时称，美
国向乌政府军提供武器不会导致局
势恶化。

“我们应向乌克兰提供所需武器
和资金，给他们战斗力，这样他们就会
作战，”麦凯恩说。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普京表示

应就乌东部的国家地位谈判
美议员建议美国向乌直援武器资金提高战斗力

新华社惠灵顿9月1日电（记者宿亮）新西兰一
名男子1日上午持枪闯入南岛小镇阿什伯顿政府机
构，开枪击中3人，其中两人因伤势过重身亡。

一名目击者说，事发时他正从一家银行走出，听
到附近的政府就业与收入办公室门外传出女子尖叫
及男子大吼的声音。随后，他看到一名男子骑自行
车逃离现场。

当地警方发言人加里·诺尔斯说，警方认定现年
48岁的男子约翰·亨利·塔利与枪击案有关。

当地媒体说，警方随即搜索镇内河流周边，还向
一所房屋投掷烟幕弹并闯入搜查。军方出动了武装
直升机。最终警方在警犬协助下抓获嫌疑人。

据报道，塔利曾在澳大利亚做矿工，因患有皮肤
病而停工回到阿什伯顿。一个月多前，他与室友发
生口角，临时搬进汽车内生活，而后又因经济窘迫卖
掉汽车。此后他曾在阿什伯顿附近露营栖身。

阿什伯顿距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克赖斯特彻奇
约90公里。

闯入政府机构枪击3人

新西兰“单车枪手”被捕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境内段开
工仪式1日在俄罗斯萨哈共和国举行。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中俄能源合作“火
车头”，这条被命名为“西伯利亚力量”
的管道开工是落实《中俄东线天然气合
作项目备忘录》的奠基石，显示中俄天
然气合作正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
识有计划、按步骤地实施。

能源管道铺设直来直通

中俄两国政府今年5月21日在上
海签署《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
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签署了
《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

“两国能源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
地缘优势。中俄山水相连，毗邻而
居。铺设能源管道直来直通，无需绕
路，大大减少了资金和能源的不必要
浪费，”中国驻俄大使李辉接受记者专
访时说。

李辉认为，两国能源合作具有很
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俄罗斯是能源

生产和出口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
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在煤炭、核电等领域具有雄厚的基
础。中国则是能源消费大国，石油进
口、原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均居世界
前位。

2013 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
2435万吨，煤炭2728万吨，电力35亿
千瓦时。作为中俄两国迄今最大的技
术经济合作工程，田湾核电站1期项目
（1号和2号机组）已经投入试运行，2期
工程3、4号机组已开工建设。

输气项目稳步推进

多年参与中俄能源合作项目谈判
的中国驻俄使馆经济参赞张成武对新
华社记者说，自今年5月双方签订供气
合同后，俄方马上开始紧锣密鼓的筹
备。中俄双方对届时实现供气均充满
信心。

俄气今年6月18日就对华输气问
题召开专门会议。总裁米勒在会上表
示，俄气已制定对华供气管道建设的详

细方案，所有责任已经划分，并规定了
严格期限。

目前，恰扬金气田设备安装、“西伯
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建设和阿穆尔天
然气加工厂项目都在紧张筹备当中。

这一项目施工中使用的管道大
部分在俄罗斯国内生产。约有11700
名俄专家参与“西伯利亚力量”第一
阶段工程，另有 3000 名工人负责管
道安装。

今年8月 1日，首批“西伯利亚力
量”天然气管道大口径输气管交付俄罗
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连斯克。这批
输气管总重2400吨，它们将被用于“西
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工程恰扬金气
田——连斯克段的管道建设。

此外，俄气目前已经开始在伊尔库
茨克州科维克金气田的钻探工作。俄
气的全资子公司俄气地质勘探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达维多夫说，勘探开发科
维克金气田是落实《中俄东线供气购销
合同》框架下的重点项目之一。科维克
金气田将成为“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
管道运输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投资约550亿美元

据俄方初步估算，中俄东线输气管
道工程俄境内施工段投资约550亿美
元。张成武表示，管线建设中及建成后
对双方都会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对如何
运作和完善跨境产业链具有示范作用。

对俄方来说，工程推进中涉及的施
工设计、管材采购、生产、运输、安装将给
相关行业企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市
场，进而带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有助于
俄方实现其开发远东的战略目标。

对中方来讲，中俄东线输气管道工
程不光带动管道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在
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后，将极大缓解东
北、华北地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改善管道沿线区域生态环境，对沿
线地区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俄气总裁米勒说：“俄中天然气领
域合作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巨著，这一项
目（中俄东线供气）掀开了这一巨著的
首页，其他的精彩篇章还有待我们继续
书写。”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1日电)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境内段开工

中俄能源合作“火车头”启动

新华社巴格达9月1日电（记者尚
乐）据伊拉克警方消息，继一天前打破

“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对北部萨拉赫丁省
阿迈尔利镇长达两个多月的围困后，伊
安全部队1日又夺回了附近的苏莱曼贝
克镇。

一名萨拉赫丁省警方人士当天上午
告诉新华社记者，伊安全部队、库尔德武
装等联合对苏莱曼贝克发起反攻，“目前
该镇已处于政府军的控制之下”。该消
息人士说，武装分子纷纷向西逃跑，政府
军正在陆续清除路边和一些建筑中的爆
炸装置。在苏莱曼贝克镇东边一些村
庄，双方的交火仍在继续。

据伊拉克国家通讯社报道，“政府军
已经在苏莱曼贝克镇升起了伊拉克国
旗”。

8月31日，伊安全部队、库尔德武
装和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和美国空军的
支援下向巴格达以北约170公里的阿迈
尔利镇发起大规模反攻，并成功攻入这
座被“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围困两个多月
的城镇。当天，伊安全部队夺回苏莱曼
贝克的部分地区。

萨拉赫丁省省长拉伊德·易卜拉
欣·朱布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政府军重夺阿迈尔利、苏莱曼贝
克的行动拉开了解放萨拉赫丁全省的
序幕。”

今年6月以来，包括“伊斯兰国”极
端组织在内的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先后攻
占摩苏尔和提克里特，并相继占领北部
和西部大片地区，伊拉克安全局势急剧
恶化。

政府军又夺一镇

8月31日，在伊拉克北部萨拉赫丁
省阿迈尔利镇，伊拉克安全部队士兵和
什叶派民兵喊口号庆祝攻入该镇。

新华社/美联

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安德里·李森科
1日说，在遭到炮火袭击后，乌克兰部
队已经撤离了乌东部城市卢甘斯克的
机场。

“乌克兰士兵在收到命令后，已经
从卢甘斯克机场有序撤离，”他对记者
说。李森科表示，从炮击精准程度判
断，应该是“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专业炮
兵发射了炮弹”。

乌总统指责俄介入战局

1日早些时候，乌克兰军方称，乌
克兰伞兵部队正在卢甘斯克机场与俄
罗斯武装部队一个坦克加强营交战，目
的是守住机场。

乌克兰国防部长瓦列里·格列捷伊
8月31日晚间还说，俄罗斯部队正在

向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其他城镇移动，包
括顿涅茨克市。

“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交战，是俄罗
斯在决定顿巴斯地区（泛指顿涅茨克州
和卢甘斯克州）的局势，”他对乌克兰网
络电视台说。

最近几天，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在
战场上不断击败乌政府军，攻占大片地
区。乌克兰当局表示，这是因为大量俄
罗斯士兵和装备进入乌克兰，帮助民间
武装作战。但俄罗斯对此予以坚决否
认。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1日
在基辅一个军事学院发表讲话，指责俄
罗斯直接介入使得乌克兰东部战局发
生了反转。

另据路透社报道，在顿涅茨克以东
的伊洛瓦伊斯克，数百名乌克兰士兵已

经被民间武装围困多天，一直在试图突
围。

俄外长呼吁立即停火

来自乌克兰、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的代表1日将在明斯克商
谈乌克兰局势。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
东部民间武装的代表是否与会。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日
表示，各方应该首先同意在乌克兰东部
实行“立即和无条件的停火”。

“我们需要坐下来谈判，不要坚
持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让反叛
人员放下武器，让他们受死，”拉夫罗
夫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讲话
说。

拉夫罗夫还说，俄罗斯不会军事介

入乌克兰，而是希望各方就解决乌克兰
危机达成一项和平方案。

欧盟对俄发“最后通牒”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日
表示，他希望欧盟懂得“常识”，与俄罗
斯正常合作，不要与俄罗斯进行制裁
战。

欧盟领导人8月31日就乌克兰问
题对俄罗斯发出新一轮制裁的“最后通
牒”。欧盟发表声明表示，如果俄罗斯
不采取行动缓和乌克兰局势，将面临新
一轮制裁。

欧盟此前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一系
列制裁措施。对此，俄罗斯也出台了一
些反制措施。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乌克兰东部战局反转

乌军弃守卢甘斯克机场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8月31日证实，由于未能获
得美国支持，正在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不会
提及日本“独自拥有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去年5月公布《防卫力量
大纲》修改建议草案，其主张之一便是日本应“独自具
有”攻击以日本为目标的敌方弹道导弹基地的能力。

按共同社的说法，这一提议是以朝鲜对日本发
射弹道导弹为假想场景。按日本政府的设想，如果
日本发现朝鲜正准备向日本发射导弹，虽然还没有
发射，但是有足够证据显示即将发射，那么日本应该
有权利先下手，摧毁朝鲜导弹基地。

根据现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依赖于美国
拥有这类打击能力。

去年10月，朝鲜中央通讯社曾批驳日本防卫大
臣小野寺五典强调“研究攻击朝鲜导弹基地的能
力”，指责这番言论暴露日本企图当军事大国的阴
谋。

共同社8月31日报道，在日美外务及防务部门
的磋商中，美方因考虑到日方上述主张可能导致日
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因而表示“无法完全赞同”。

报道分析，正是由于美国的担忧，日本政府最终
决定不把这一诉求写入定于今年年底前完成修订的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但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日方不打算放弃这一
诉求，将继续把它当做讨论课题。

杜鹃（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不支持日本
独自打击敌方导弹基地

我海军舰艇编队首访约旦
9月1日，在约旦亚喀巴港，约旦海军司令卡西姆

（前左）迎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指挥员黄新建（前右）。
当日，刚刚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的

中国海军第十七批护航编队长春舰、常州舰抵达约
旦亚喀巴港，开始对约旦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
问。这是中国海军舰艇首次访问约旦。

新华社记者蒋少清摄

9月1日，消防人员在居民楼倒塌事故现场展开
救援。 新华社/法新

世界
乱局

当地时
间 8 月 31
日，乌克兰
西部重镇利
沃夫市中心
的 一 个 靶
场，当地人
用普京肖像
做靶纸进行
射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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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

乌克兰

8月31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的美国大使馆，一名民兵武装组织成员
做出胜利手势。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