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袭击的叙利亚新闻电视台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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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正接触埃及基督教人

士! 一些世俗自由派人士和女性 "

期望把他们纳入新政府体系#

穆尔西的政策顾问戴伊夫说 "

穆尔西将提名一名女性出任副总

统$ %埃及历史上首次将有一名女

性出任那一职位&&那不仅是代

表特定议程和宗派的副总统"同时

是拥有权力! 强有力的副总统"将

在总统内阁框架内提供关键 建

议$ '

穆尔西先前主张禁止女性参

选总统 "然而他同时说 "如果自己

当选总统"将支持女性权利$ 穆尔

西同时承诺确保少数派的权利$

戴伊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记者"新总统还将任命一名基

督教人士为副总统$ 埃及%绝对'不

会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穆尔西所属派别穆兄会同时

占据议会多数$ 不少人担心"穆兄

会或将把持权力$

穆尔西竞选团队女发言人扎

卡里亚
!"

日说 " 埃及如今面临不

少难题 "%没有某个单一政党能承

担全部责任'" 唯一前进途径是组

建联合政府$

穆兄会前成员盖巴赫说 ( %穆

尔西承诺把总理职位留给独立派

人士 "不是因为穆兄会喜欢 "而是

因为他们怕失败&&担子太重 "他

们想让人分担$ '

埃及)消息报*报道"潜在总理

人选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

事巴拉迪和前副总理贝卜拉维$

!据"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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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

德
!"

日首次表示叙利亚已处

于战争状态"并要求刚刚改组

的内阁全力以赴赢得战争胜

利$ 巴沙尔指责西方国家不付

出,只索取$

叙利亚新政府当天宣誓

就职$ 巴沙尔向政府成员发表

讲话"谈及国内局势$

%从每个角度看 "我们都

生活在战争状态下 "' 他说 "

%当陷入战争之中" 我们需要

引导所有政策!所有方面和所

有部门"以确保胜利$ '

一些反对派团体
!"

日

说"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精锐

共和国卫队交火"把战火烧向

首都大马士革$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叙

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米+

阿卜杜勒-拉赫曼说"政府军

与反政府武装在大马士革郊

区哈马和库德萨亚两个地点

交火"%政府军首次在距离首

都这么近的地方动用火炮'$

巴沙尔当天在讲话中批

评那些催促他下台的西方国

家"称它们%只会索取"从不给

予"这已经在每个阶段获得验

证'$ %我们想和每个国家发展

良好关系$ '他说"%但是"我们

必须知道我们的利益所在$ '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

顿先前多次敦促巴沙尔下台$

依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叙利亚

局势动荡一年来"超过一万名

平民死于政府军之手$ 不过"

叙利亚政府和官方媒体则把

大多平民死伤归咎于恐怖袭

击$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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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调查委员会称亲政府民兵!反对派和外国势力均不能排除嫌疑
!!!!!!

据新华社电 叙利亚国际

调查委员会
!1

日在日内瓦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胡拉

惨案报告称"惨案真凶尚未查

明 "亲政府民兵 !反对派和外

国势力均不能排除嫌疑$

报告表示"惨案有可能是

沙比哈民兵或胡拉当地其他

亲政府势力在政府军的默许

下制造的"也可能是反政府武

装为寻求升级冲突!惩罚政敌

而为$ 此外"报告不排除来历

不明的外国势力制造惨案的

可能性$

报告指出"由于各方提供

的信息往往相互冲突"目前无

法确认真凶"事实有待进一步

查证$

为推动调查委员会进入

惨案发生地"调查委员会主席

皮涅罗已于
"

月
!)

日至
!(

日访问叙利亚$ 皮涅罗当天在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时表

示"访问期间他已就调查团进

入叙利亚继续调查胡拉惨案

与叙政府进行了协商$ 皮涅罗

说 "%访问过程中叙利亚政府

表现坦诚"相信这一开放态度

将为调查委员会进入叙利亚

铺平道路$ '

(

月
!(

日"叙利亚中部霍

姆斯省胡拉镇发生了政府军

与反对派之间的武装冲突$ 冲

突造成至少
#&'

人死亡"其中

包括至少
%$

名
#&

岁以下的

儿童与
)!

名妇女$

惨案发生后"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于
"

月
#

日召开%叙利

亚人权状况恶化和胡拉镇屠

杀'的特别会议$ 在未调查真

相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在会上

强行推动通过决议"指责叙利

亚政府和亲政府民兵对胡拉

镇屠杀事件负有责任"并要求

叙利亚国际调查委员会就胡

拉镇事件展开特别调查$

当地时间
!1

日凌晨"一伙武装人员

冲进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不

远处的叙利亚新闻电视台 %

234567829:2

'

的总部$

武装人员先是对新闻电视台 %

234

567829:2

'总部办公室进行了洗劫 "劫走

大 量 电 子 设

备" 随后砸毁

了办公室 "引

爆了事先埋藏

在总部办公楼

四周的炸药 $

办公楼遭受严

重损毁 " 包括

电视台记者和

安保人员在内

至 少
$

人 遇

难$

据一名目

击者描述 "

(

栋作为办公室和工作室的

活动板房全部坍塌 $ 部分木质结构失

火"地板上遍布血迹"墙上留有弹孔$

电视台的一名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

透露(%我先是听到了小的爆炸声"紧接

着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随后"武装人

员冲了进来 "洗劫了办公室 "捣毁了新

闻工作室$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描述

说"有持枪的%恐怖分子'蒙住了他的双

眼"将他赶到约
!&&

米以外的地方"随后

他听到了爆炸声$

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称"这伙武装

人员为%恐怖分子'$ 此前"该电视台一

直用 %恐怖分子 '来称呼叙利亚的反政

府武装$

叙利亚 %

234567829:2

'新闻电视台总

部位于大马士革南部
!!

公里"被认为是

一家支持巴沙尔政权的私人电视台$ 有

西方媒体称"该电视台拥有大量的政府

资金援助$

叙利亚官方媒体盛赞 %

234567829:2

'

新闻电视台是 %一家活跃的叙利亚媒

体'$ 而有西方媒体则称其为%传播虚假

和充满偏见新闻的渠道'$

!

局势

亲巴沙尔电视台遭袭
武装人员劫走大量电子设备"砸毁办公室"引爆炸药

巴沙尔!国家正战争 内阁须争胜
反对派团体称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交火"将战火烧向首都大马士革

!!!!!!

中方一直主张! 应坚持政治解决叙

利亚问题的正确方向" 当前形势下!国际

社会应重点支持安南特使的斡旋努力!

敦促叙利亚有关各方立即停火止暴!全

面落实安理会有关决议和安南 #六点建

议$!并尽早开启不附带先决条件%不预

设结果的政治对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

日表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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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落选总统候选人沙菲克的竞选团队

!"

日证实!沙菲克当天离开埃及!出国&短期$

旅行'此前一天!总检察长启动针对沙菲克涉嫌

贪腐的司法调查"与此同时!埃及新总统穆尔西

寻求组建联合政府!以期责任共同担当"

!!!!!!

沙菲克的竞选团队在社交网站发

布信息"说沙菲克
!"

日黎明前后从首

都开罗机场飞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

比" 打算随后前往沙特参加宗教仪

式"随后回国$

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 沙菲克乘

坐阿拉伯航空公司航班"没有其他人

陪同$ 而一名机场官员告诉美联社记

者" 沙菲克与两个女儿和
)

名孙辈同

行$

沙菲克的竞选团队告诉 )埃及今

日报*记者"沙菲克此次属短期旅行"

不久将回国并筹划组建新政党$

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
!%

日

发布总统选举结果" 穆斯林兄弟会支

持的候选人穆尔西收获
(#,1+

的选

票"击败沙菲克$

出国"短期#旅行
"

落选者

!!!!!!

沙菲克登机前几小时"总检察长

下令启动针对他涉嫌贪腐的调查$ 检

方指认"沙菲克
!&&!

至
!&##

年任民

航部长期间卷入土地买卖等多起案

件$

埃及)舒鲁克报*报道"沙菲克面

临至少
!%

起诉讼" 调查法官打算调

查并就其中
##

起传唤沙菲克$ 由于

民航部尚未提交涉案材料"传唤日期

延后$ 一些人推测"沙菲克可能今后

几天内受到问询$

总统竞选期间"一些穆尔西的支

持者多次拿沙菲克所涉案件%说事'"

遭这名前总理否认$

路透社报道"沙菲克任职民航部

长期间" 推动埃及航空公司改革"改

善国内多座机场设施$

受到贪腐调查

"

新总统

博弈军方分权
!!!!!!

沙菲克出国前一天"

穆尔西%光顾'总统府"随

后前往国防部会晤军方

人员$

穆尔西的助手!穆兄

会高层人员哈达德
!"

日

说"穆尔西正努力与军方

就多个议题%形成折中方

案'" 双方就部分议题达

成共识$

哈达德说"穆尔西和

军方人员商讨修改由军

方颁布!限制总统权力的

法令$%我们不接受没有权

力的总统&&正在讨论的

解决方案是放松那些限

制" 让穆尔西总统能够向

民众兑现承诺$ '

穆兄会另一名高层人

员披露" 双方就今后权力

分配取得一些共识" 包括

穆兄会支持的人选出任财

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而这

一组织将不插手国防部!

内政部和司法部事务.军

方不能干涉新宪法制定$

寻求联合组阁

!#

日(穆尔西与警方官员握手)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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