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1月13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缪影影 美编：杨薇综合世界新闻B03

■■■■■ ■■■■■ ■■■■■

2015海房预字（0092）号 价格有效期：20151130 建筑面积 本广告仅供参考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在
马
耳
他
瓦
莱
塔
，与
会
者
在
难
民
峰
会
开

幕
式
上
合
影
。

新
华
社
记
者

金
宇

摄

新华社惠灵顿11月12日电（记者
宿亮）新西兰议会12日完成立法程序，
正式批准新西兰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

新西兰财政部长比尔·英格利希当
天对议会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这一

决定将帮助新西兰建立并加强与亚洲地
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英格利希在声明中说，新西兰将在亚
投行中推动实现良好的管理模式和较高
水平的借贷标准。他说，亚洲地区为新西
兰发展提供很多机会，对新西兰日后发展

至关重要，强化与亚洲国家的联系，意味
着新西兰面对发展机会时占据有利位置。

英格利希此前告诉新华社记者，新西
兰从亚洲地区迅速、稳定的经济发展过程
中获得了极大利益，参与亚投行相关谈判
能够确保新西兰在亚洲的影响力持续加

强。他认为，在关键性地区机构中发挥影
响将对新西兰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新西兰是第一个加入亚投行谈判的
西方发达国家。根据协议，新西兰将向
亚投行注资1.25亿新西兰元（约合8200
万美元）。

第一个加入亚投行谈判的西方发达国家

新西兰正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1月 11日
电（记者和苗）瑞典政府11日宣布，将
对边境实施为期10天的临时管控，以应
对不断涌入的难民带来的巨大挑战。

据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因难民人数
不断增加，瑞典移民局已不堪重负，不得不
提请政府实施边境管控。瑞典政府决定，

将从当地时间12日12时（北京时间12日
19时）起实施为期10天的边境管控。

瑞典内政大臣安德斯·于耶曼在当
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边境管控今
后也可能延长至20天甚至更长时间，边
境管控是否继续延长取决于移民部门和
警方对难民涌入情况的判断。

应对难民涌入

瑞典将实施临时边境管控

新华社瓦莱塔11月12日电（记者
梁淋淋 李佳）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2
日在欧洲岛国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举行
的难民峰会闭幕会议上宣布，欧盟决定
成立非洲紧急信托基金，以应对欧洲难
民的根源问题。

据了解，欧盟将从其预算和欧洲发
展基金中拿出18亿欧元划入这一基金，
同时寻求28个成员国为该基金注资。
目前，成员国同意注资的总额已达8120
万欧元。

欧盟表示，非洲紧急信托基金将广
泛覆盖非洲赴欧移民路线上的国家，包
括萨赫勒地区、乍得湖地区和非洲之角
等地区国家。基金主要目的是促进非
洲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就业和改善安全
局势等，以应对引起地区不稳定、民众
被迫迁徙和非法移民的根源问题。

当天，欧盟还发布“瓦莱塔行动计
划”，计划明年把非洲赴欧学者和留学
生奖学金名额增加一倍，同时加大打击
人口走私，并为非洲合法移民提供更便
捷条件等。

今年4月，来自利比亚等非洲地区
的大量难民经地中海前往欧洲大陆，难
民危机引发关注。在这一背景下，欧盟
决定11月举行瓦莱塔峰会，和非洲国家
就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加强全方位政治
协调。

11日至12日，欧盟、非洲国家领导
人及联合国、非盟等一些国际组织代表
聚首瓦莱塔，就解决难民问题根源、鼓

励合法移民、保护难民权益、打击人口
贩运、难民遣送和安置等五大方面议题
进行磋商。

此前，欧盟承诺今明两年用于解决
难民危机的资金总额为92亿欧元，其中
的7.8亿欧元将用于难民转移安置，56
亿欧元用于援助难民来源地区和国际
组织。欧盟预计承担56亿欧元援助资
金的一半，另一半由成员国自愿解囊。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截至本月初，
欧盟成员国只拿出了5.18亿欧元。

瓦莱塔难民峰会闭幕会议上宣布

欧盟将成立非洲基金应对难民问题

奥巴马为何不访越南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从华盛顿启程，开始他的亚洲之行。从11月14日开始，在为期9天的行程中，
奥巴马将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
事实上，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越南国内一些人就对奥巴马年底借亚洲
之行访问越南有所期待，特别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美之后，这种

猜测更加似真。如今，奥巴马的行程单中没有越南，越
南国内诸多猜测和期待落空，随之而来的是各

种疑问和解读。

奥 巴
马上台后，高调宣
布“重返东南亚”，继而
拓展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
衡”战略。这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
重大战略调整，东南亚也由此成为美国
亚太新战略的重点。奥巴马迄今未造访
的东盟国家有3个：文莱、越南和老挝。
文莱乃弹丸小国，而越南和老挝是东南
亚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老
东盟六国，但却领衔新东盟四国。无

论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地缘政治、
还是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来看，
越南在东南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美越关系1995年正常化以来，
两国关系迅速提升，实现了“化敌为
友”到“全面伙伴”的重大转折。2013
年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美时，奥巴
马宣布将在任期内访问越南。

今年是越美建交20周年，双方的
纪念活动丰富多样。越美媒体、智库
都曾报道、预测奥巴马将在11月亚洲
之行中到访越南，作为纪念越美建交
20周年活动的高潮。

曾宣布在任期内访越

美国最终决定奥巴马今年不访越，
令政治外交观察家们感到意外。就奥巴
马不访越南的原因，各方有多种解读。

美国有官方背景的智库人士给出
的解释是，奥巴马日程紧张。这种说法
显然是个托辞，很多媒体不以为然。不

管行程如何紧张，只要有访越的诚意，
两三天时间总是可以安排的。

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对在中共中央
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越之后
访问越南“不太感兴趣”。这种解释可
以理解，但是否属实，只有美国国务院
和白宫才说得清楚。

更多人认为，美国正在等待越共十
二大的最高人事选举结果，因为，美国
与越南这类国家打交道的习惯是“希望
与将要掌权的实力人物而不是与即将
卸任的领导人打交道”。这种思维，倒
是符合美国外交的一贯做法。

美在等待越选举结果

不过，
如果奥巴马等到

越共十二大后访问越
南，越南方面的“实力人物”

是明了了，而在美国那边，奥巴马
倒成了“即将卸任的领导人”。

2016年是美越两国的“大选年”。
美国总统选举将在明年11月举行，

2017年1月新总统就要正式上岗。
越共十二大定于明年第一季度举

行，新一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定于明年5
月举行。也就是说，越南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换届更迭要到明年5、6月份才宣告
全部完成。

奥巴马到那时已经名副其实成为
等待交权卸任的“跛脚鸭”。即使他挤
出时间访问越南，也不过只具有象征性
意义罢了。

10月22日，国防部长冯光青大将
在国会小组讨论时强调越南牢牢坚持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这一表态已清晰勾勒出越南在外
交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这一立场，恐
怕不会随人事变动而出现大的调整。

凌德权（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2016年越美相继大选

国际
观察

天文学家12日宣布，发现已知最古
老的恒星。它们不在上百亿光年外的宇
宙深处，就在我们“身边”、银河系的中心。

元老恒星“极度贫血”

根据现阶段一种主流理论，宇宙诞
生于大约137亿年前的“大爆炸”。随后
2亿年内，第一批恒星出现，被称为“宇宙
黎明”时期。宇宙初始阶段仅有氢、氦两
种元素以及微量锂元素，其他更重元素
被称作“金属”，在恒星诞生后形成。因
而，科学家们把这类仅含原始元素的恒
星称作“极度乏金属”恒星并一直在努力
寻找，以便研究宇宙的起源和演变。

人类至今尚未发现第一代恒星，但
是围绕银河系中心的旋臂中发现一些恒
星几乎不含比氦更重的元素。然而，科
学家们认为，最古老恒星以及它们的最
紧密后代应起源于密度和引力更大的银
河系中心而不是外沿。

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
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发

表研究成果，宣布发现了这类元老级恒
星，正位于银河系中央。

“这些原始恒星属于宇宙中最古老
的恒星，确实是我们迄今所见最古老的
恒星，”报告第一作者、国立澳大利亚大
学研究人员路易斯·豪斯在声明中说，

“它们诞生于银河系之前，后者围绕它们
形成。”

豪斯说，这些恒星中，“碳、铁和其他
重元素含量少得令人吃惊”。研究团队
发现，就组成物质中的“金属”含量而言，
9颗元老级恒星不及太阳的千分之一。
其中一颗古老恒星中，铁含量仅为太阳
中的万分之一，在银河系中心至今所发
现恒星中最低。“它们是非常、非常特别
的一类恒星，”主持这项研究的剑桥大学
天文学家安德鲁·凯西说。

“大海捞针”

地球处于银河系边缘，大量星际尘
埃妨碍对银河系中心的观察。而且，由
于银河系中心气体和尘埃密度大，恒星
形成速度快，加上恒星死亡后遗留大量
更重元素，改变了最初的物质组成。因
此，虽然科学家们推断初始恒星应存在
于银河系中心，却一直没能在那里发现
它们。

借助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天图
绘制者”天文望远镜，研究团队首先从
大约 500 万颗恒星中选择 1.4 万颗候
选星，继而用一部更强大的望远镜进
一步观察分析，筛选出23颗最有可能
的恒星。最终，他们借助位于智利的

一台更强大望远镜，确定9颗“极度乏
金属”恒星。

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确认这些恒
星诞生于银河系中心，而不是来自外缘
的“访客”。他们测量这些恒星的距离和
运动，借助电脑模拟，最终确定了真正的
银河系中心“原住民”。

研究团队说，“乏金属”恒星的颜色
比其他恒星蓝，这一特征有望帮助人们
今后寻找到更多这类恒星。

“银河系中心有那么多恒星，找出这
类稀有恒星真的如同在草堆中寻找一根
针，”凯西以英文中的“大海捞针”作比。

“不过，如果我们方法正确，就会像先在
农场放火，然后用磁铁（在灰烬中）寻针
一样（容易）。”

惠晓霜（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天文学家发现最古老恒星
宇宙“年龄”仅为3亿岁时就已存在

据新华社首尔11月12日电（记者
张青）韩国大法院12日以“间接故意杀
人”为由，认定发生重大沉船事故的“岁
月”号船长李俊锡犯有杀人罪，维持对
其二审无期徒刑的判决。

韩国大法院当天对包括船长李俊锡
在内的15名船员进行再次审理，认定船
长李俊锡没有实施包括下令旅客撤离等
救援措施，确实犯有间接性故意杀人罪，
故维持二审判决结果，处以无期徒刑。

韩“岁月”号船长
杀人罪名成立
最高法院维持对其
二审无期徒刑的判决

德国媒体11日爆料，德联邦情报局
不仅长期窃听外国机构和个人通信，还
监控一名本国籍高级外交官，这涉嫌违
反德国宪法。

遭监控外交官名为汉斯约尔格·哈贝
尔，眼下担任欧盟驻土耳其代表团团长。

德国RBB新闻电台的说法，除了本
国籍外交官，德联邦情报局还对法国外
长洛朗·法比尤斯、美国联邦调查局、荷
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世界卫生组织和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实施监控。

另外，大量欧洲和美国企业，包括军
工巨头洛克希德公司，均在德国情报局
的监控清单上。（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或涉违宪

德情报局竟盯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