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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高级顾

问罗伯特#塞里
/0

日在基辅与乌克兰

新议长图尔奇诺夫会面$ 转达了潘基

文对乌全体人民的支持以及帮助实现

一个乌克兰人主导的% 包容性执政进

程的承诺&

潘基文
/0

日在声明中呼吁乌各

方避免暴力$ 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当前

问题&他说$包容性政治进程要反映所

有乌克兰人的愿望$ 并保证乌的团结

和领土完整& 他希望国际各方共同努

力$ 在这一艰难时刻向乌克兰人民提

供帮助&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轮值主席% 瑞士联邦主席伯克哈尔特

/0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他建

议成立一个由欧安组织主持的乌克兰

问题国际联系小组$ 其主要任务是在

过渡进程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形成

一个协调% 分享有关国际协助和项目

活动信息的平台& 欧安组织正就此与

各方磋商&

伯克哈尔特说$他已委派一名私人

特使协调欧安组织在乌的活动& 此外$

欧安组织已派遣一个核心小组前往乌

克兰$将在随后几天评估当地需要&

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0

个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以及保加利

亚% 希腊和罗马尼亚共
1

个欧盟国家

外长
/0

日在布达佩斯就乌克兰局势

举行会晤&

1

国外长在会后表示$欢迎

乌克兰已经启动的政治进程$ 支持一

切有助于乌稳定以及政治% 经济重建

的努力$ 强调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

的必要性&

乌克兰议长图尔奇诺夫
/0

日在

会见到访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阿什顿时表示$ 乌克兰和欧盟应

立即重新推动签署联系国协定的进

程$ 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简化双方

签证制度&他强调$乌克兰继续执行与

欧洲一体化方针% 欧盟向乌提供财政

援助$是'保证乌方在民主轨道上稳定

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乌克兰面临

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政府&

阿什顿说$ 欧盟国家公开支持乌

克兰$'提供必要资源将确保完成预定

目标(&

/2

日是乌克兰议长要求议会各

党团就组建议会多数派及组建民族团

结政府事项达成一致的最后期限& 乌

议会
/0

日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和任免

案$ 包括解除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基缅

科的职务$ 任命打击党议员纳利瓦琴

科接任) 同意乌国家银行行长索尔金

辞职$任命祖国党议员库比夫接任)任

命自由党议员马赫尼茨基为乌克兰总

检察长&

议会同时决定$ 在议会内部成立

33

人的经济发展问题小组$组长为刚

退出议会地区党党团的议员基纳赫&

/0

日$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马特维延

科和俄外交部先后表态$ 对时下控制

乌克兰的权力机关的合法性提出质

疑& 梅德韦杰夫说$ 如果那些戴着面

罩% 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走上基

辅街头的人能被视作政府$ 那么俄罗

斯将很难同这样的政府打交道&

马特维延科说$ 乌克兰发生的事

情实际上是暴力夺权$'到今天$ 乌克

兰暂时只有一个合法领导人$ 那就是

亚努科维奇总统($在枪口和暴力作用

下通过决议的议会$ 其合法性还是个

问题&马特维延科说$俄准备继续向乌

克兰提供支持$ 但这种支持只能给合

法政权&

俄外交部则发表声明说$ 乌克兰

最高拉达 !议会" 的行动令人深感忧

虑& 他们实际上只是以 '革命的合理

性(为借口$为'决定(和'法律(盖章$

其中包括旨在损害居住在乌克兰的俄

罗斯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文权利的

文件& 俄罗斯在一些西方伙伴的立场

中$看到的不是对乌克兰命运的关心$

而是单方面的地缘政治盘算&

去年
4/

月$俄政府同意从国家福

利基金中拿出
425

亿美元用于购买乌

克兰发行的债券& 俄经济发展部长乌

柳卡耶夫
/0

日在华盛顿表示$这一承

诺不会变化$ 只是俄方目前尚不清楚

谁将成为乌方合作伙伴&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奥朗

德
/0

日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奥

朗德强调了保证乌克兰'和平过渡(和

'统一及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他认为$

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乌克兰在这一困难

时期得到财政援助$ 欧盟和俄罗斯应

该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法方将就此继

续与俄磋商&

同一天$ 普京还分别与哈萨克斯

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通电话讨论了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
/0

日晚

通过其个人官方网站宣布$ 将接受德

国总理默克尔的提议$ 赴德国首都柏

林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

!!!!!)

月
)-

日!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乌克兰议会召开会议! 任命部分高级官

员" 新华社记者 戴天放 摄

!!!!!!)

月
)-

日!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

个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以及保加利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共
%

个欧盟

国家的外长在布达佩斯举行会晤!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问题" 新华社发

热 点 追 踪

!!!!!!

据新华社电 历经两个多月的航

行$ 搭载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

的'雪龙(号
/2

日完成了首次环南极航

行任务返回普里兹湾 $ 即将回到中山

站&

普里兹湾是南极第三大海湾$面积

仅次于威德尔海和罗斯海$大体呈喇叭

形$中山站位于'喇叭(底部& 据'雪龙(

号船长王建忠介绍$从进入普里兹湾到

中山站大约还有
065

海里航程$'雪龙(

号沿途还将进行回收和布放
789

!海底

地震观测仪"% 布放潜标等大洋考察作

业$预计
/1

日抵达中山站&

'雪龙(号于
/543

年
4/

月
/4

日踏

上首次环南极航行的征程$一路上充满

艰难险阻$包括驰援他国被困船只以及

自身被困浮冰区& '雪龙(号此行环绕南

极大陆共航行
4

万多海里$ 跨越
/0

个

时区$在维多利亚地的难言岛争分夺秒

地完成了新建科学考察站的选址科考

任务 $还抵达了南纬
12

度
/5

分 %东经

4:2

度
06

分的罗斯海$创下了我国南极

科考船舶达到的最高纬度纪录$获得了

大量宝贵的海洋地质等调查数据&

在环南极航行过程中$'雪龙(号曾

到阿根廷乌斯怀亚港进行补给$此后重

返南极$在南极半岛进行了
;

天的大洋

综合考察$取得了累累硕果&

!雪龙"号完成首次环南极航行

国际社会商讨乌克兰局势

!!!!!!国际社会
/0

日继
续就乌克兰局势进行
磋商! 多个机构派人
赴基辅商讨形势!乌
议会则要求外部尽快
提供财政援助" 俄罗
斯一天中三度对乌克
兰局势表达忧虑!质
疑目前控制乌克兰的
权力机关的合法性"

亚努科维奇目前仍下
落不明"

俄质疑乌权力机关合法性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智能

二合一 )

月
)-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一名工作人员展

示华硕
./0/ 1234567 %

平板手机"这款

产品由一台智能手机和一个平板附件组

成! 实现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二合一

的效果" 目前!

1234567 %

有两个不同版

本!分别为
"

寸智能手机搭载
(8

寸平板

电脑以及
-

寸智能手机搭载
%

寸平板电

脑"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当日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开幕" 新华社记者 谢海宁 摄

!!!!!!达喀尔的露天 !健身房" 在塞

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西海岸! 有一个露

天$健身房%!每天都有许多体育爱好者

聚集在这里锻炼! 成为达喀尔的一条靓

丽的风景线" 图为三个儿童在蹦床上玩

耍" 新华社记者 邰剑秋 摄

!!!!!!委内瑞拉示威伤亡人数上升 )

月
)-

日!在委内瑞拉的阿尔塔米拉!几名

学生参加抗议活动" 委内瑞拉总检察长迪亚斯
)-

日在电视讲话中表示! 自本月
()

日青年节游行流血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多地的示威活动已经导致
()

人死亡"

9

名涉

嫌制造流血事件的国家情报部门人员已在近日被捕接受调查" 新华社发

!!!!!!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0

日在

五角大楼公布了一系列
/542

财年

国防预算减支提议$将陆军现役军

人数量裁减至
00

万到
02

万人$把

海军陆战队建制消减到
41,2

万人$

共裁军约
45

万人$陆军将达二战后

15

余年来最小规模&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伊拉克与

阿富汗战争终结$美国为适应国防

预算调整而裁军实属必然& 与此同

时$美国获取了提升国家综合军事

能力的空间 $并可借机深化 '亚太

再平衡(战略&

重新部署 注重能力

迫于美国面临财政紧缩的现

实$国防预算减支提议注重在节省

开支 %保证投资重点 $优先确保美

军全球机动能力%技术领先地位以

及在特种行动部队和网络空间等

重要领域的投入$尽量降低在维护

地区事务主导权方面的成本&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美国结束

长达
43

年的阿富汗战争后首份国

防预算案$其要点反映出美军现阶

段转型需求 $符合美国 '亚太再平

衡 (战略需要 $可保证美国继续履

行在中东和欧洲的安全防务义务$

并保障美国在其他相关地区的军

事存在&

哈格尔表示$ 当今世界动荡加

剧$新技术不断涌现$更多的新权力

中心出现$ 美国面临的威胁增加&

因此$美军必须'重新部署(以应对

今后的战略挑战和机遇$建设一支

规模更小但更灵活% 技术更先进%

能力更强大的美军&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

月发布

的报告称$美国目前仍是军费开支

第一大国$其
/543

年军费开支超过

排名第
/

至
43

名共
4/

个国家的军

费开支之和&

缩减陆军 升级海空

根据哈格尔当天公布的预算提

议$军方需要减少的预算达
125

亿美

元$ 较大的财政压力迫使美军着手

削减现役陆军人数& 美国媒体对此

评论说$ 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结束

后$削减地面部队是非常自然的事&

哈格尔认为$ 美军在没有长期

作战任务时$ 应该加快技术升级$

提高部队应变能力$才能在任何紧

急状况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提议$ 美军在裁撤地面部

队的同时$也将淘汰其他兵种内一

些老旧装备或不必要的建制 & 例

如$ 空军
<=45

攻击机机群的集体

退役可以省出
32

亿美元用以研发

新机型&此外$部署在日本的'乔治#

华盛顿(号航母也在裁减提议的考

虑范围内&

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减员相

比$此次国防部预算对特殊任务部

队手下留情***在保留目前
:,:

万

人建制的基础上还增加了
3155

人&

哈格尔表示$特种部队在国际和国

内反恐行动中作用大$在与战略伙

伴的军事合作以及处理地区紧急

事务等方面也很关键&

深化亚太战略

军事专家认为$ 预算提议中无

论是缩减陆军$还是对海%空军装备

的升级换代$ 都与美国 '亚太再平

衡(战略密不可分&

美国一些反对消减国防预算的

政客认为$ 美国军事资源未能如期

按照'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部署$

如果美国政府未来继续减支的话$

亚太地区美军可能面临更大挑战&

为打消上述忧虑$ 海军与空军

成为国防战略重点'照顾(对象在意

料之中& 在预算提议中$ 美军没有

削减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特

别是海军和空军方面独有的优势

基本都得到保留&

此外$ 美军的一些重点研究项

目也不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在确保

其拥有海%空军优势领域内的研究&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裁军其实是用

高技术替代人力$这些调整不会使

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地位遭到

挑战$却有助于其深入落实'亚太再

平衡(战略&

&新华社华盛顿
/

月
/0

日电'

美国裁军计划!一箭双雕"

"

新华社记者 穆东 孙浩

!!!!!!

新华社基辅
/

月
/2

日电 !记者 岳

连国 刘红霞"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2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 驻乌使馆密切关注

乌局势发展变化$ 高度重视在乌中国公

民安全$ 自去年年底以来已经先后三次

发布安全提示$ 提醒在乌中国公民加强

安全防范&

据使馆介绍$在乌中国公民共约
4,;

万人&截至目前$使馆未收到中国公民伤

亡报告&

近日$中国驻乌使馆启动应急机制$

应对乌局势发展变化& 一是再次发布安

全提示$ 提醒在乌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

范意识$避免前往危险区域)二是同乌外

交部%内务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保持接

触$密切协调$要求对方加强对中国公民

安全保护)三是使馆同在乌华侨华人%中

资机构和留学生保持沟通$ 及时了解他

们的情况$提供相应协助和服务&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表示$将继续密

切关注乌形势发展$妥善做好相关工作&

近期乌克兰局势持续动荡&

/

月
4;

日以来$乌首都基辅爆发暴力冲突$造成

;5

余人丧生$几百人受伤&

中国驻乌克兰使馆提醒

在乌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

新华社平壤
/

月
/2

日电 !记者 张

利 杜白羽" 朝鲜 +劳动新闻,

/2

日发表

署名文章说$目前$朝鲜半岛迫切需要和

平环境$但美韩执意举行联合军演$这是

对致力于改善朝韩关系和缓和半岛紧张

局势的朝鲜的'恶劣挑战(&

文章说$美韩
/0

日开始举行'关键决

断(和'秃鹫(联合军演$这是可能在朝鲜

半岛引发全面战争的极其危险的导火索&

目前$ 朝韩改善关系的气氛来之不易$朝

鲜半岛迫切需要和平环境&美韩举行联合

军演$是对致力于改善朝韩关系和缓和半

岛紧张局势的朝鲜的'恶劣挑战(&

文章表示$ 在朝韩离散家属团聚的

时候$ 美国向朝鲜半岛出动
8=2/

战略

轰炸机 $并鼓吹 '朝鲜威胁 ($煽动对朝

'强硬($ 目的就在于破坏朝韩改善关系

的气氛$激化对峙局面&

文章说$ 朝鲜为实现半岛和平与稳

定付出了一切努力$ 今后也将继续保持

克制和忍耐$为捍卫半岛和平继续努力&

但如果好战分子错误判断朝鲜捍卫和平

的意志而首先开火$ 朝鲜将以民族安全

和尊严为重予以坚决应对&

朝鲜称美韩军演是对朝鲜挑战

!!!!!!

新华社波哥大
/

月
/0

日电 !记者

侯熙文" 哥伦比亚军方
/0

日证实$一架

军用直升机在哥中部梅塔省附近失事$

机上
0

名士兵死亡%

/

人受伤&

哥伦比亚军方说$这架
>?=:5

'黑

鹰(直升机是在当地时间
/3

日深夜执行

完任务后$ 准备在梅塔省梅塞塔市附近

的丛林地区降落时坠毁的& 救援队已经

找到机上
0

名遇难士兵的遗体$ 伤者已

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军方说$ 这架直升机失事前正协助

政府军清剿活跃在梅塔省的反政府武

装&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中$目前已初步

排除直升机是被反政府武装击落&

哥伦比亚一军用直升机坠毁 0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