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丹将与中国

加强油气合作

今年APEC峰会

菲律宾不提南海

本报讯 据《菲律宾星报》9
月8日报道，菲律宾总统阿基诺
三世于当日对外表示，将不会在
今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上提及南海问题。阿基
诺声称，“等待联合国仲裁法庭
的裁决会比较适当”。

据报道，阿基诺在当地一家
电视台的节目中表示，“我认为，
等待联合国仲裁法庭的结果会
是更为谨慎的做法，而不是在会
议中与他们(中国)谈论这一话
题。”他同时称，“我们已经在各
种场合表达了我们的立场”。

阿基诺称，经济议题将是会
议的焦点，菲律宾也将关注点放
在经济问题上，其中包括中国的
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对世界
经济的影响。“中国是个经济大
国，就目前而言，我肯定所有其
他成员国，包括我们将会邀请的
观察国，都将有兴趣知道中国在
股市等方面的计划，以及是否存
在所谓的资产泡沫、人民币估值
等问题。”阿基诺称。

而在此之前，菲外交部发言
人何塞8月就曾强调，希望菲中
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不要影响
中方出席会议。据悉，此次APEC
会议将于11月13日至19日在菲
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据环球网

据新华社喀土穆９月８日电
苏丹石油部８日发表声明说，

将在苏丹境内的东部红海和西
部油气带等区域与中国合作进
行油气勘探和开发，并全面提升
与中国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合
作，建立互利互惠的油气供求新
型伙伴关系。

苏丹石油部长穆罕默德·扎
耶德·阿瓦德在声明中说，苏丹
和中国将加强石油勘探和开采
合作，苏丹还将从中国引进天然
气加工技术，以提高现有天然气
的产量，满足苏丹国内需求。

今年是中苏石油合作２０周年，
两国石油合作涵盖勘探开发、管道
运输、炼油化工和油品销售等环
节。本月初，苏丹总统巴希尔访问
北京期间与中石油高层举行了重
要会议，并达成了增加苏丹石油产
量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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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高中

开设自卫队课程

鲁A63S10交强险标志（2015

年7月-2016年7月）挂失。

日本高知市一所私立高中将
新设立自卫队课程，成为媒体、网
络上的话题。日本文部科学省说，
没听过这么罕见的课程；防卫省
则说，他们感到很惊讶。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私
立高知中央高中从明年度起将在
普通科中新设自卫队课程，目的
是要培养适合担任自卫官的人
才。该高中理事长近森正久表示，
自卫队课程一周授课6小时，教导
枪道、剑道及适用于自卫队的训
练（相当于军训），预定聘任现役
的自卫官或从自卫队退下来的人
担任讲师。念到三年级时，也将教
导学生参加自卫官考试的对策。
自卫队课程将不限于培养自卫
官，也培养警察及消防队员。

被问到新设自卫队课程的原
因，近森表示，高知县一年之间约
有100人进自卫队工作或升学进
防卫大学，有必要设这样的课程。
对此，日本防卫省发表声明表示：

“还没掌握详细情况，感到很惊
讶。” 据澎湃国际

““黄黄金金列列车车””刚刚找找到到，，又又现现““黄黄金金卡卡车车””
德国工程师称探测到6辆二战苏联卡车，载有100吨黄金

据新华社 9月 9日电 一
名德国工程师声称，在俄罗斯
首都莫斯科以西发现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藏匿的苏联

“黄金卡车”，车上据信装载
１００吨黄金。

苏联“金卡车”最早由德国
《图片报》爆出，据报道，发现
“金卡车”的德国男子是名工
程师，他通过律师表示，“他
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这些失
踪的卡车”。

该男子没有公开身份。按
他的说法，他使用透地雷达在

莫斯科以西的村庄探测到了这
些“金卡车”。卡车共６辆，藏匿
于相距不过数公里的两处地
点，在地表下１５到１７米处。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
８日援引该男子说法称：“卡车
上据信有１００吨黄金。”《图片
报》称，这名工程师将很快带着

“证据”直面公众。
这些黄金传言为斯摩棱斯

克银行所有。二战期间，苏联军
队转移了斯摩棱斯克银行财富
以避免纳粹德军洗劫。按这位
德国工程师的说法，苏联秘密

行动部门接管卡车后，把它们
隐藏于维亚济马附近的井筒，
而后埋设地雷。

在这名德国工程师公开苏
联“金卡车”消息之前，波兰刚
传出发现“金火车”的消息。
一直以来，欧洲流传着“黄金
列车”的传闻：在１９４５年春
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
声之际，一辆列车在波兰西
南部瓦乌布日赫山区如幽灵
般离奇消失，车上载有纳粹
德军洗劫的战利品，包括黄
金白银、珠宝首饰和珍贵名画

等贵重物品。
一名波兰人和一名德国人

８月声称，他们在瓦乌布日赫
发现了这辆“金火车”的具体
位置。波兰文化部副部长彼
得·祖霍夫斯基随后证实，“几
乎可以肯定”之前传说中的纳
粹“金火车”确有其事，他本人
亲眼看到一张透地雷达探测
到的火车照片。至于车内是否
果真藏有金银财宝，现在还
不能确定。波兰军方人员已经
抵达瓦乌布日赫，向当地官员
了解情况。

她她的的一一脚脚让让全全世世界界愤愤怒怒
匈牙利女记者故意伸脚绊倒抱孩子的难民

本报讯 近日，一段拍摄在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境、长为20
秒的视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
视频中，匈牙利N1TV电视台女
摄影记者佩特拉·拉斯洛故意伸
脚绊倒了一名怀抱孩子的难民
画面。目前，该摄影记者已被解
雇，或将面临刑事指控。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
间8日，多家媒体在匈牙利与塞尔
维亚交界勒斯凯附近的临时难民
营进行采访时，大批难民突破了
匈牙利警方防线，警方展开了追
捕。一名男子身背一个塞满物品
的双肩包，正在逃离警察的追捕，
他怀中抱着的孩子还在哇哇大
哭。从视频中看，在男子身后追捕
他的警察已经松开了抓住他衣服
的手，但这时拉斯洛伸出腿，绊倒
了这名难民。被绊倒后，男子抱着
孩子重重地摔在地上，并压在了
孩子的身上，男子随后冲拉斯洛
生气吼叫。另外，匈牙利主要新闻
网站Index的记者还拍摄到了她用
脚踹了一名难民女孩和一名难民
男孩的画面。

这些视频传开后，被网友大
量转发，许多民众表示愤怒，纷纷
谴责拉斯洛“可耻”、“冷漠”。
N1TV电视台当晚发表声明，宣布
立即解雇拉斯洛。据了解，N1TV
电视台由匈牙利极右翼政党“为
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运营，而该
政党反对难民涌入匈牙利、寻求
收紧移民政策。匈牙利多个政党
表示，将寻求对拉斯洛提起刑事
指控，拉斯洛可能会因暴力罪名
面临最多５年监禁。

据新华社、澎湃国际

匈牙利女记者拉斯洛

9月8日，在匈牙利勒斯凯村，一名抱着孩子的难民在逃离警察抓捕时，被一名女摄影记者伸脚绊倒。 新华/路透

难难民民太太多多，，只只能能摊摊派派
欧盟起草紧急方案，重新安置１６万难民

联合国８日说，预计今年和明年将共有至少８５万难民寻求横渡地中海，前
往欧洲避难。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９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其上任以
来的首份年度“盟情咨文”，宣布一份缓解难民危机的紧急方案，准备在欧盟
２８个成员国间搞“摊派”，按照不同份额强制接收难民。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
洛德·容克９日在欧洲议会发
表其上任以来的首份年度

“盟情咨文”，宣布一份缓解
难民危机的紧急方案，准备
在欧盟２８个成员国间搞“摊
派”，按照不同份额强制接收
难民。

按照容克公布的新方
案，如今已经在欧盟境内的
大约１６万难民将得到重新安
置，包括欧盟先前方案所涉
及的意大利和希腊境内大约
４万名难民，以及近期在匈牙
利、希腊和意大利境内的大

约１２万难民。
方案综合国内生产总

值、人口、失业率和已接收难
民申请数量等因素，计算出
各成员国应接纳难民的数
量，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依
次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按
照这一方案，德国将分摊１２
万难民中的３.１万，法国将“认
领”２.４万。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
由于一些成员国先前已经对

“摊派”的想法表达过反对意
见，容克公布的新方案或许
会引发欧盟内部的新一轮口

水战。
一些国家反对容克的

“摊派”方案，认为会对国内
带来严重社会压力；德国总
理默克尔却认为这一方案还
过于“保守”，认为欧盟应该
做更多。她认为，现有的新方
案为安置难民设定了上限，
意味着超过这一上限的难民
可能难以得到妥善安置。

不过，默克尔强调，德国
只接受逃避战争和政治迫害
的难民，只是出于改善生活
目的的人可能面临遣返的命
运。 综合新华社消息

欲在２８个成员国间搞“摊派”

联合国难民署８日说，大
约３万名难民眼下滞留在希
腊，其中两万人待在希腊临
近土耳其的边境岛屿莱斯沃
斯岛。

希腊移民部长扬尼斯·

穆扎拉斯７日表示，莱斯沃斯
岛的情况现在十分严峻，“处
在爆炸边缘”。

莱斯沃斯岛最近的地
方离土耳其只有１０公里，是
许多难民通向欧洲的第一

站。岛上人口只有８.５万人，
大量难民涌入给当地人的
生活和旅游业带来巨大压
力。希腊政府已经承诺出动
多艘邮轮，把难民转移到其
他地方。

两万难民挤爆希腊小岛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当天在一份文件中
说，预计２０１５年有大约４０万
人将经由地中海前往欧洲寻
求避难，２０１６年这一数字可
能达到４５万人或更多。这些
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

该机构发言人威廉·斯
平 德 勒 说 ，今 年 迄 今 已 有
３６.６万人经由地中海前往欧
洲，已经快要接近预计值。
最终人数将取决于接下来
难民是否会随着天气逐渐
变冷、地中海变得更加危险

等因素而停下试图前往欧
洲的脚步。

但据路透社报道，截至
目前，这一趋势似乎没有减
缓。受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
近日“积极”接收举措的刺
激，大量难民继续涌入。

难民数量只增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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