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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2日电
（记者吴刚）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乌
克兰东部民间武装2日在由其控制
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
斯克人民共和国”举行领导人和议
会选举。投票于当天8时开始，将
持续至20时结束。

同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宣布
对东部民间武装的“伪选举”进行刑

事立案。
乌国家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

说：“举行所谓的‘选举’与宪法不
符，且显示出（民间武装试图）夺
权。”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顿
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
民共和国”分别有注册选民320万
人和100万人。乌克兰东部民间武

装在两地控制区内分别设置364个
投票点和99个投票点。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
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分别有3名候
选人和4名候选人参加领导人选
举。民调显示，民间武装领导人亚
历山大·扎哈尔琴科和伊戈尔·普洛
特尼特斯基在各自地区呼声最高。

虽然２日的投票总体而言较为

平静，但部分东部地区民众对此“不
感冒”，西方媒体对这场“选举”是否
合法、合规提出质疑。

美联社报道，这一通讯社的记
者在顿涅茨克３个投票站内发现持
枪武装人员。

按法新社的说法，这场“选举”
没有受到任何国际观察员的监督，
也没有设定投票率的最低门槛。

乌克兰东部“选举”开始前，俄
罗斯方面表示支持，称将承认“选
举”结果。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则予
以谴责，称这将阻碍寻求政治解决
乌克兰问题的进程。

10月31日，乌克兰、德国、法
国政府领导人曾经联手敦促俄罗斯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要承认选
举。

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2日在
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控制区
举行当地领导人和议会选举。选
前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
名候选人中，民间武装领导人亚
历山大·扎哈尔琴科和伊戈尔·普
洛特尼特斯基有望胜出。

按乌克兰民间武装说法，这
场选举至关重要，将为他们的权
力赋予合法性。

承诺“退休金高于波兰”

扎哈尔琴科现年 38 岁，
1976年出生于顿涅茨克，今年8
月出任“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
理”。

根据扎哈尔琴科的自我介
绍，他原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但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他毕业于
一所技术学校，后成为煤矿电工。

随着选举临近，乌东部两州
选举宣传战气氛并不浓厚。在顿
涅茨克州首府顿涅茨克市，只能
看到扎哈尔琴科的一些宣传资
料。其他两名候选人知名度较
低，几乎没有进行宣传活动。

扎哈尔琴科在宣传活动中把
顿涅茨克丰富的资源储备与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相提并论。他说：

“我们和阿联酋情况相似。我们
这一地区非常富有，拥有煤矿、冶
金工业和天然气。与阿联酋不同
的是，他们没有战争，但我们有。”

他同时承诺，顿涅茨克地区
退休金水平“要高于波兰”，使退
休人员有足够存款“每年前往澳
大利亚旅行、射上几只袋鼠”。

一些民众表示期待

在卢甘斯克州，自称“卢甘
斯克人民共和国总统”的伊戈
尔·普洛特尼特斯基胜选呼声
最高。

普洛特尼特斯基现年50岁，
今年8月出任“卢甘斯克人民共
和国总统”，其前任为瓦列里·博
洛托夫。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他还有一个兄弟叫米哈伊洛，现
居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面对即将举行的选举，一些
当地民众表示期待。现年52岁
的瓦伦蒂娜·鲍里索娃称自己计
划去投票。她说：“我们希望一切
进展顺利。”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新华社记者张志强、吴刚

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2日在其
控制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举行当地
领导人和议会选举。

分析人士认为，在乌克兰议会
选举结束不久之际，民间武装推动
在上述两地举行选举，意在强调独
立决心。这些选举可能加剧乌东
部的复杂局势，并将引发有关各方
的新一轮博弈。

“选举”被刑事立案调查

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
克州民间武装4月初分别宣布成立

“人民共和国”，并在5月中旬举行
独立公投后宣布建立“主权国家”，
随后又成立议会，组建政府。

乌克兰10月26日刚刚举行议
会选举。没过几天，东部民间武装
又在上述两地举行“选举”，自然引
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波罗申科日前表示，“顿涅茨克
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
国”控制区举行的“选举”完全违背9
月5日签署的明斯克议定书的内容
和精神。东部某些地区的地方选举
只能按照乌克兰法律进行。

乌克兰外长克利姆金1日接受
俄罗斯商业电视台采访时说，定于
2日举行的非法“选举”会把当地的
政治和经济引上绝路，民众也会遭
殃。

乌国家安全局宣布将对这一
“选举”进行刑事立案调查。乌国
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副发言人波
列沃伊说，东部某些地区搞非法

“选举”违反刑法，组织者将被追究

刑事责任。

乌当局或加强经济制裁

另外，乌克兰外长克利姆金暗
示中央政府将进一步采取经济制
裁措施。

实际上，乌克兰当局对东部民
间武装控制区已采取一系列经济
制裁措施，包括切断水电供应，停
发退休金、限制药品和生活必需品
供应等。乌当局正在研究切断天
然气供应的问题。在冬季来临之
际，切断天然气将给民间武装控制
区带来极大困难。

各方博弈或升级

俄罗斯外交部10月29日发表
声明说，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关于

在 11 月 2 日举行当地领导人和议
会选举的立场是合法的、完全符合
明斯克停火协议中规定的条款。
乌东部应尽快建立健全的行政系
统，恢复地区秩序，推动民生问题
解决。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奇若夫
表示，俄罗斯承认刚刚举行的乌克
兰议会选举结果；按照同样原则，
俄也将承认在乌克兰东部举行的
地方领导人和议会选举结果。

奇若夫说，只有通过缓和局
势和政治谈判才能解决乌克兰
危机。政治谈判需要乌克兰政
府和东部民间武装确定获得各
自 选 民 支 持 的 合 法 的 谈 判 人 。
俄希望乌克兰政府能够获得选
民的“委任状”，同样，也希望民
间武装能获得当地选民的“委任
状”。

针对乌克兰东部两州的选举，
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立场
截然不同，称选举“非法”，将阻碍
寻求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进程。

观察人士认为，东部民间武装
的选举可能使乌克兰东部问题更
加复杂，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各方博
弈也将继续，甚至升级，俄乌关系
乃至俄欧关系将再度受到冲击。

9 月 5 日，乌克兰问题三方联
络小组（乌克兰、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俄罗斯）与乌东部民间
武装代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达成停火协议，当月 19 日又在明
斯克签署一份落实停火协议的备
忘录。但由于乌东部冲突双方严
重缺乏互信，停火并未得到严格
执行，小规模武装冲突仍时有发
生。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乌东部两州举行领导人和议会选举
乌克兰斥为“伪选举”，俄罗斯称将承认选举结果

乌东部选举恐加剧紧张局势

两位民间武装领导人有望胜出

国际观察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1日电（记
者郭爽）已预售700多张“船票”的英
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船2号”10
月 31日在美国加州莫哈韦沙漠坠
毁。该公司1日称，可全额退票。不
过一些顾客声援维珍银河，称将继续
支持该公司商业飞船项目。

一些顾客称不退票

作为太空旅游项目，维珍银河公
司的商业载人飞船“船票”每张开价
约25万美元。

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1日
在莫哈韦沙漠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称，那些已预订“船票”的顾客可享
受全额退款，但相信“他们中的大部

分会（对这一项目）拥有更长的耐
心”。

“太空之旅艰险，但这值得尝试
……我们不会盲目冒进……但会坚
定向前，”布兰森说，“每一种新型交
通系统都必须应对早期历史中的艰
难时刻。”

在预订“船票”的顾客中不乏名
人，比如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
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莉、莱昂纳
多·迪卡普里奥、汤姆·汉克斯，加拿
大当红歌手贾斯廷·比伯等，甚至老
板布兰森本人都在其中。

已预订“船票”的帕特丽夏·海因
斯对媒体说，这一事件帮助人们理
解，什么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我绝对
不会退票”。

新燃料系首次使用

英国维珍集团下属维珍银河公
司首席执行官乔治·怀特赛兹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此次测试飞行中，“太空
船２号”的火箭助推装置首次使用新
型燃料，其“在地面测试中已验证多
次”。

当地媒体报道说，当天的测试飞
行意在测试新型燃料和新型固液混
合火箭发动机。“太空船２号”之前使
用的是端羟基聚丁二烯燃料，今年５
月这家公司宣布改用热塑性聚酰胺
为主的新型燃料。

维珍银河公司的“白骑士2号”
飞行器携带“太空船2号”于当地时

间10月31日上午发射升空。不久发
生事故，飞船坠毁，造成一名飞行员
死亡，另一名重伤。

维珍老板称要彻查真相

作为太空旅游业的领头羊，维珍
银河公司研发出可搭载两名机组人
员和6名游客进行亚轨道飞行的“太
空船 2 号”，原计划明年首航。自
2010年至今，这一载人航天器已进
行了数十次测试飞行，进展顺利。但
这次坠毁无疑将对该公司太空旅游
计划造成严重打击。

布兰森当天表示，一定要查明飞
船坠毁原因，继续推动维珍银河的商
业太空飞行计划。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包尔文）再过两天，美国就要
举行中期选举了。来自共和党的众
议院议长博纳原本希望通过起诉奥
巴马总统来打压民主党，以增加共和
党在这一选举中的优势。然而，选举
已在眼前，起诉行动却仍未开始。恐
怕这一举措已来不及为共和党添加
更多获胜筹码了。

美国共和党3个月前风风火火
地启动起诉总统奥巴马的行动，谁料
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律师事
务所愿替共和党出头。

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底以微弱
多数的投票结果批准由共和党提出
的一项起诉总统计划。但是连续两
家律师事务所宣布退出代理这桩诉
讼，原因是这些律师事务所担心得罪

民主党客户，影响自己未来从这些客
户那里挣票子。

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共和党起诉的对象可是美

国的总统，无论哪个律师事务所接手
这个案子，都要考虑一下，如果帮共
和党打输了官司，自己的名声也就彻
底“臭”了，毕竟这不是普通案件，而
是全国上下都关注的事情。

还有，无论哪个律师事务所都没
有百分之百打赢这场官司的把握，因
为共和党起诉的理由是，奥巴马无视
宪法要求，选择性地执行法律，比如
随意推迟法律规定的购买医保时限
等。关键是，这条理由很模糊，关乎
到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权力
分配，任何律师事务所恐怕很难把这
个问题辩得泾渭分明。

更重要的是，律师事务所很清
楚，这起案子的实质是美国两党的党
派利益之争。很难说，共和党和民主
党中的任何一方是正义的还是非正
义的。如果不小心对待这个案子，它
们很可能沦为政治斗争牺牲品。

经过历时7周的追捕，10月30日，在波科诺山
托比哈娜机场的一个停机库内，美国警方将宾夕法
尼亚州伏击杀警案嫌犯马修·埃里克·弗雷恩（见上
图）捉拿归案。

今年9月12日，现年31岁的疑犯嫌犯弗雷恩
在宾夕法尼亚州布鲁明格罗夫警局外伏击并开枪射
杀警案，造成一死一伤。事发后，弗雷恩逃走，官方
认为他就藏身在警局附近，以该区茂密的山林和狩
猎场作为掩护。

联邦调查局将他列为 10 大要犯之一，大约
1000名警察参与对他的搜捕。

警方未透露弗雷恩的犯罪动机，但据悉，他已通
过谈话和书面材料称仇恨执法力量，计划攻击警察
多年。 （来源：环球网）

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法院10月31日裁定，杀
害3名加拿大皇家骑警的24岁男子贾斯廷·布尔克
获刑终身监禁，75年内不得保释。

今年6月，布尔克在蒙克顿射杀3名骑警，打伤
另外两名骑警，受到3项一级谋杀和两项谋杀未遂
指控。对此，布尔克悉数认罪。法官说，布尔克认为
受到警察压迫，痴迷于枪支和暴力游戏，有吸毒史。

31日裁决宣判当天，布尔克向死者家属致歉，
流下眼泪。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消息人士披露，俄罗斯政府告诉日方，俄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访问日本有条件，就是日本
外相岸田文雄必须首先尽快访俄、出席两国间经贸
会议。

日方迫切寻求普京到访。然而，由于日本追随
美国和欧洲联盟对俄罗斯实行制裁，俄方的要求让
日方感到难办。

日本共同社2日援引多名日方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中旬在意大利米
兰亚欧峰会期间会面后，俄方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日本
驻俄使馆人员，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赴俄出席一个双边
部长级会议是普京访日的“前提条件”。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日本政府官员推测，俄方
要求日本外相首先访俄，意在打破美欧阵营对俄方
的孤立。

另一方面，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多次与普京会
面，试图拉近私人关系，迫切寻求就解决日俄北方
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主权争议取得突破。
日方原本希望普京今年秋天访日，但没有实现。

日本外务省和外相办公室正在考虑如何回应
俄方的要求。共同社报道，普京访日设想日期已经
被推迟到最早明年春季。日方如果回绝俄方的要
求，普京可能再次推迟访日；如果接受要求，则可能
引发美国和欧盟不满。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全美国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愿意接手

共和党难诉奥巴马

维珍银河老板表示：

坠毁飞船的预售票可退

FBI十大要犯之一

美国杀警嫌犯
逃亡7周终落网

加拿大杀警男子
获刑终身监禁

普京访日提条件
要求日本外相必须先访俄

11月1日，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
齐达出席新闻发布会。

据布基纳法索当地媒体报道，军方1日
下午宣布，前总统卫队副指挥官齐达为布基
纳法索过渡时期国家元首。

此举立即引发反对党和社会团体的强烈
抗议。非洲联盟和美国均谴责布基纳法索军
方夺权，敦促其立即将权力交还人民。

据外媒报道，一个由布基纳法索反对党
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盟１日发表声明说，起
义的胜利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而不应被军方
所攫取，政权过渡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

在首都瓦加杜古街头，愤怒的抗议群众
说，他们驱逐了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前总统，
却只换来另一个军人当权。

对布基纳法索的政局变化，外部表示关
切。非洲联盟１日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要
求军方立即交还权力。

美国国务院１日也谴责布基纳法索军方
夺取政权，并敦促其立即还权于民。根据美
国以往政策，如果断定布基纳法索发生政变，
美国将冻结与其一切军事合作。

新华社/美联

布基纳法索军方
确认齐达为临时元首

非盟及美国表示谴责

亚历山大·扎哈尔琴科伊戈尔·普洛特尼特斯基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新媒体专电 据英国广播
公司网站10月31日报道，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紧
缩开支的举措，包括禁止所有官员乘坐飞机头等
舱、在五星级酒店开会以及购买公车。

这些举措是为了实现本年度维持财政赤字占
GDP4.1%的目标。

报道称，印度报业托拉斯通讯社引用印度财政
部的声明说，最新的削减财政赤字举措“目的是在
不使政府运作效率受限的情况下推进财政纪律”。
声明还说：“从当前的财政情况来看，政府需要继续
合理调配支出和优化可用资源。”

印度媒体报道说，政府工作招聘被冻结，公务
车购买几乎完全被禁止。政府官员被要求尽可能
地采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开会。

印度财政部声明说：“官员乘坐飞机的等级会
根据官衔有所不同。但在订票选择时会厉行节约，
考虑政府财政预算的限制，绝对不会订头等舱。”

印度严禁官员豪华出行
不准坐头等舱和在五星级酒店开会

警方公布的贾斯廷·布尔克照片，他身穿迷彩
服，手拿两把枪。 新华/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