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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５月１５日电 据朝中社１５日报道，
朝鲜国防委员会检查团１４日发表“真相公开书”
说，韩国方面捏造“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
和韩国“农协”金融计算机网络系统瘫痪事件，并
将其同朝鲜相联系，意图是制造朝韩对峙、破坏朝
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真相公开书”还说，朝鲜强烈要求韩方“痛感
责任”，“正式道歉”。

这是朝鲜国防委员会检查团第三次发表“真
相公开书”，前两次的“真相公开书”是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和２０１１年２月分别就“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
事件发表的。

１４日发表的“真相公开书”重申了朝鲜在“天
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和韩国“农协”金融计
算机网络系统瘫痪事件上的立场，即“天安”号事
件是“朝鲜所为”的说法是捏造的；延坪岛炮击事
件是韩方首先挑衅而朝方予以还击；而韩方把韩
国“农协”金融计算机网络系统瘫痪事件归罪于朝
方，其动机和手法同“天安”号事件是一脉相承的。

“真相公开书”说，目前韩方所坚持的“先道
歉、后对话”要求，从本质上说就是坚持对峙、拒绝
对话。

朝鲜发表“真相公开书”

谴责韩方制造朝韩对峙

新华社专电 美国执法部门5月１４日上午逮
捕３名美国人，指控他们资助巴基斯坦塔利班。

嫌疑人哈菲兹·穆罕默德·谢尔·阿里汗，现年
７６岁，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一座清真寺的伊玛目。
另两名嫌疑人伊扎尔和艾尔凡是他的儿子，２４岁
和３７岁，分别在佛罗里达州马盖特和加利福尼亚
州洛杉矶被捕。

美联社援引起诉材料报道，他们向巴基斯坦
塔利班提供大约５万美元，用于购买武器、资助武
装人员家属、推动塔利班“事业”。另外，阿里汗在
家乡、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山谷开设一座宗教
学校，让儿童接受军事训练。美方已把巴基斯坦塔
利班列为恐怖组织。

这一案件另有３名嫌疑人，分别是阿里汗的女
儿、孙子和没有亲属关系的一名男性。３人身处巴
基斯坦。检方指控他们负责分发资金。

阿里汗的另一个儿子伊克拉姆否认家人资助
塔利班。他告诉《迈阿密先驱报》记者：“我的家人
中，没有一人支持塔利班。”

检察官韦弗雷多·费雷尔说，执法部门３年前
察觉可疑资金流动，继而启动调查，没有使用“钓
鱼执法”手段。

预期阿里汗父子３人１６日出庭。他们每人受４
项罪名指控，如果定罪，每项罪名刑期１５年。

涉嫌资助塔利班

３名美国人遭指控

新华社专电 希腊警方确认，首都雅典中部
一处警察局5月１４日遭遇袭击，３人因烧伤住院治
疗。

这一事件发生在雅典市中心伊哈瑞亚区。大
约３０名蒙面人向警察局以及停在警局外的３辆汽
车和３辆摩托车投掷燃烧弹。

美联社报道，不久以后，这群蒙面人袭击两名
驾驶摩托车经过的警察。摩托车起火，油缸爆炸。
附近超市一名５５岁卖花店员烧伤，两名４０多岁的
男子上前施救时遭烧伤。

警方说，一名伤员伤势严重。
伊哈瑞亚区居住着不少无政府主义者。2008

年，一名少年在伊哈瑞亚区遭巡逻警察流弹击中
丧生，引发希腊全国大规模骚乱。抗议者纵火临街
店铺，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并四处设置路障。

希腊警局遇袭

３人烧伤

据新华社首尔５月１５日电 韩国警方１５日宣
布，日前在首尔火车站和江南高速大巴客运站制
造爆炸案的３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他们被审讯
时声称其目的是制造恐慌来影响股市，以从中获
利。

首尔市的首尔火车站和江南高速大巴客运站
的物品保管箱１２日上午先后发生疑似自制炸弹爆
炸事件，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韩国警方随后根据
从闭路电视等获得的信息展开搜捕行动。

警方在吹风会上说，４３岁的金某是此次爆炸
案的主谋，有犯罪前科，因投资期货失败而债台高
筑。金某向警方坦白说，最近他又借款投资期权，
期权１２日到期。于是他指使他人购买炸药材料，用
从网上学来的方法私制炸药，并指使他人放置爆
炸物，在１２日当天制造事端，期望能拉低股市，从
中获利。

警方认为，上述两起爆炸案不是针对多数人
的犯罪行为，也不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恐怖行为，而
是从个人私利出发而实施的犯罪行为。

韩爆炸案嫌犯被抓获

称旨在操纵股市获利

涉嫌性侵犯酒店女服务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进班房

■新闻人物

斯特劳斯－卡恩现年62岁，曾任巴黎政治学
院经济学教授、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法国财政部
长，2007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任期至
2012年。

外界先前预计，斯特劳斯－卡恩将代表法国
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参加明年总统选举，挑战现任
总统尼古拉·萨科齐。

斯特劳斯－卡恩结过三次婚，育有4个孩子。辛
克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上世纪80年代在法国主持
一档颇受欢迎的电视新闻节目。

上图：这是4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斯特
劳斯-卡恩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法总统热门竞选人

斯特劳斯－卡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总裁多米尼克·斯
特劳斯－卡恩１４日因涉嫌性侵犯酒店女服务员
而被美国纽约警方带走，接受讯问。

警方１５日凌晨宣布正式拘留这名法国总统
选举热门人选并提出刑事指控。

正式拘留

美国东部时间１４日下午４时４０分，纽约市约
翰·Ｆ·肯尼迪国际机场，飞往法国首都巴黎的法
国航空公司２３次航班即将起飞。

登机口关闭前，两名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务
局探员突然进入机舱，带走一名男性乘客。港务
局稍后公开，这名男子正是斯特劳斯－卡恩，现
已移交纽约市警察局。

纽约市警务副专员、警局发言人保罗·Ｊ·布
朗当晚说，警方拘留斯特劳斯－卡恩，“讯问与
14日下午早些时候一名酒店女服务员遭性侵犯
相关的问题”。斯特劳斯－卡恩关在拘留室。

布朗告诉媒体记者，警方１５日凌晨２时１５分
正式拘留斯特劳斯－卡恩并提出指控，罪名为

“刑事性行为，强奸未遂和非法监禁”。
布朗说，斯特劳斯－卡恩不享有外交豁免

权。
布朗说，警方当天下午接到报案，纽约索菲

泰尔酒店一名酒店女服务员指认斯特劳斯－卡
恩企图性侵犯。这家酒店位于时报广场旁。斯特
劳斯－卡恩１３日入住２８０６号房间。

这名服务员３２岁，负责清理客房。她告诉警
方，自己当天下午１时左右进入房间，以为里面
没有人。

布朗说，这名服务员在前厅时，“他从浴室
出来，赤身裸体，企图性侵犯她。根据她对探员
的叙述，他拽住她，把她拉进卧室，按倒在床
上”，锁上套房的门。

“她试图挣脱，他随后拽着她沿走廊进入浴
室，在那里再次性侵犯她，”布朗说。

这名女服务员挣脱后逃出房间，“向酒店其
他员工报告，后者拨打９１１”电话报警。警方赶到
现场时，斯特劳斯－卡恩已经离开。

布朗说，那名女服务员受“轻伤”。

曾经出轨

代表斯特劳斯－卡恩的律师本杰明·布拉
夫曼经电子邮件告诉路透社记者，斯特劳斯－
卡恩“将申辩无罪”。布拉夫曼没有作详细说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威廉·默里说，暂
不就这一事件回应媒体。

这不是斯特劳斯－卡恩第一次因“性”出
事。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肆虐时，这名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爆出“情人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
事会当年１０月调查确认，斯特劳斯－卡恩与前
女下属皮萝什卡·纳吉存在“短暂且自愿的肉体
关系”。

纳吉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地区首席
经济学家，２００８年８月辞职，后供职于总部设在
英国伦敦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稍后认定，斯特
劳斯－卡恩没有对纳吉实施性骚扰，没有在纳
吉离职问题上滥用职权，也没有在纳吉离职补
偿金上予以照顾，决定保留他的总裁职位。

影响甚大

斯特劳斯-卡恩陷入“性侵门”，恐断送这名
法国总统选举大热门的政治生涯，更直接牵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转、法国总统选战形势和
爱丽舍宫风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下正处于一个关键阶
段：一方面需要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向葡萄
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国提供金融援助；另一方面
正经历投票权和份额转移等结构性改革。“一把
手”出事，无疑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造成障
碍。

斯特劳斯-卡恩定于明年下半年结束任期。
外界先前预计，他将代表法国最大在野党社会
党竞选总统，挑战现任爱丽舍宫主人尼古拉·萨
科齐。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斯特劳斯-卡恩颇受女
性选民青睐，国际事务经验丰富，在法国政坛历
练25年，熟悉台前幕后。要求他回来领导法国的
呼声甚高。

多数法国政坛人士预计，斯特劳斯-卡恩最
迟将在6月下旬前宣布参选。

眼下尚难断言“性侵门”以及斯特劳斯-卡
恩可能的出局将如何影响社会党党内预选选
情。但社会党内部将不得不重新整合各派势力，
找到能够击败萨科齐的人选。

对萨科齐来说，斯特劳斯-卡恩这个潜在的
最大对手出事，可谓天赐良机。

法新社报道认为，社会党对手的丑闻看来
只会令萨科齐受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5月15日是巴勒斯坦“灾难
日”，当天，加沙地带、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戈兰高地数千名
巴勒斯坦示威者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共造成至少10人
死亡，约100多人受伤。

为纪念第63个“灾难日”，数百名加沙地带民众15日来
到加沙地带北部地区以色列埃雷兹检查站附近示威游行。
几十名巴青年在试图靠近检查站时，遭到以军炮轰和开枪
射击，造成1名巴示威者死亡，60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当天，以色列军队还在黎以交界地区与巴勒斯坦示威
群众发生冲突，造成造成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6人受伤。

在戈兰高地以叙军事隔离区附近的叙示威者15日下午
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以军向试图越过隔离区的示威者
开枪，4人被打死，另有约40人受伤。

群众游行纪念第63个“灾难日”

巴以发生冲突100多人伤亡

在加沙地带北部以色列埃雷兹检查站附近，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青年被同伴抬走。

在加沙地带南部与埃及交界地区，一名巴勒斯坦儿
童挥舞象征家的钥匙参加第63个“灾难日”的纪念活动。

□新华社发

伊朗近日重启布什尔核电站，达到了“最低
程度、可控制的发电水平”，并计划两月内并网
发电。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首座核电站，伊朗重
启核电站并不奇怪，但按过去看如此重大的事
件，居然未引发各方关注。这显然与当前中东动
荡局势直接相关。

中东政局动荡各方难顾伊核问题

当前，中东正处在几十年未有的大变革时
期，各国政局动荡持续，地缘格局分化重组。过
去密切关注伊核，并积极参与围堵伊朗的有关
各方，目前均自顾不暇，顾不上关注伊核问题。

首先，美国急于修补地区安全秩序，短期无
暇顾及伊核问题。当前中东动荡使美国地区战
略根基动摇，地区影响力下降，亟需重建地区安
全体系，短期难以对伊组织新的围堵。而对伊朗
启动核电站，美国事实上早已默认伊朗和平利
用核能的既成事实，自称此举不会带来核扩散
风险。

其次，以色列动武决心开始动摇。这次中东
动荡使以色列地缘环境骤然恶化，打伊难度剧
增。国防部长巴拉克5月5日罕见地声称，即便伊
朗获得核武，也不会用来对付以色列。第二天，

“摩萨德”前局长梅厄·达甘也宣称，军事打击伊
核设施是“愚蠢”做法。以色列高官接连放出缓
和口风，表明在中东剧变大背景下，以色列高层
在伊朗核问题上立场正出现重大分歧。

第三，欧洲深陷利比亚战事。今年3月1 9日
以来，英法因带头空袭利比亚，而将大部分外交
和军事资源均投放到北非战场。然而，利比亚战

事陷入胶着状态，消耗战和持久战态势明显：
卡扎菲打而不倒，政府军实力仍很强大，而反
对派武装鱼龙混杂且十分孱弱，离不开北约军
事援助。但欧洲国家由于实力及国内政治因
素，根本经不起长期拖延，因此目前英法等国
焦头烂额，急寻脱身之策，根本无暇顾及围堵
伊朗。

此外，过去一直暗中反对伊核计划的海湾
国家，由于这次“中东波”来势猛，蔓延快，受直
接冲击比较大，巴林此前已出现动荡迹象。因此
沙特等国非常担心动荡继续传染，因此急于“抱
团取暖”，维护政权稳定。当初沙特等国出兵巴
林，帮助平息当地抗议，与伊朗关系恶化，实际
均是为政权自保，而根本无暇顾及伊核问题。可
以说，正是拜这次中东动荡所赐，此前一直热得
烫手的伊朗核问题，居然“冷”得乏人问津。这种
局面显然对美欧和以色列不利，而对伊朗无疑
是个好消息。

伊朗核欲望变强

目前，伊朗核进程正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
从面临两大瓶颈：一是技术瓶颈。据西方媒体报
道，“震网”病毒摧毁大约l000台离心机，使伊延
缓浓缩铀工厂扩建，德国专家称，伊核进程至少
延后2年。除了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损失，“震网”
病毒还给伊核计划推动蒙上了巨大的心理阴
影。二是政治瓶颈。此前，西方频频加大对伊朗
的多边和单边制裁，导致伊朗经济蒙受很大损
失。伊朗领导人担心国际制裁和经济动荡，将导
致民众反对政权，因此伊朗高层在是否发展核
武问题上陷入激烈争论。这次中东剧变后，伊朗
地缘环境大为改善，因此伊朗借核计划谋求大
国地位的信心明显增强。尤其是卡扎菲几年前
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今天却遭欧美接连
空袭的血淋淋事实，也再次提醒伊朗不能放弃
核研发。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宣称，“打卡”战
争证明，“伊朗不相信美国及其他大国，在核计
划方面不妥协是正确的。”今年4月9日，伊朗宣称
已研发出第二代和第三代离心机，并掌握氢聚
变技术。看起来，在国际政治丛林色彩日趋明显
的今天，伊朗掌握“杀手锏”的欲望正越来越强。

重启核电站折射伊核新博弈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田文林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14日电
欧盟14日对中国铜版纸抡起贸易保
护主义“大棒”。欧盟这次同时祭出反
倾销和反补贴两大招式，打破对“非
市场经济体”不适用反补贴的惯例，
这标志着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政策正
式“变脸”，反补贴恐成为中欧贸易摩
擦的新“灾区”。

代表欧盟进口商和零售商利益
的外贸协会法律顾问斯图尔特·纽曼
说，中国铜版纸在欧盟市场上只占十
分微小的份额，但欧盟却大动干戈，
不惜首次动用反补贴，甚至是“双
反”，这么做多少有点出乎意料。

纽曼认为，这表明欧盟对华贸易
救济政策正在发生改变，那就是从单
一使用反倾销转向更多地使用反补
贴，铜版纸一案不过是一次“试水”，
据他所知，欧盟正在考虑发起更多的
反补贴调查。

反倾销和反补贴是最为常用的
贸易救济措施，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
反倾销针对的是单个企业的生产经
营行为，即企业以低于正常的价格恶
意竞争，抢占外国市场，而反补贴则

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矛头直指别国
政府的做法。

先前，反倾销一直是中欧贸易摩
擦的“重灾区”。由于不肯承认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始终遵循着对“非
市场经济体”不适用反补贴的惯例。

但是，铜版纸一案将这一惯例完
全打破。纽曼担心，欧盟是想通过这起
案件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欧盟企业看
到对中国产品动用反补贴并非不可
能，由此开创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

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政策“变脸”
早有先兆。2007年，时任欧盟贸易委
员彼得·曼德尔森在一份内部改革文
件中就提出，要对欧盟奉行已久的

“非市场经济体”不适用反补贴的原
则打开“缺口”。

根据曼德尔森的建议，所谓的“缺
口”就是针对那些在反倾销调查中经
个案处理被给予市场经济待遇的企业
可以适用反补贴措施，即便它们来自
非市场经济体，因为这些企业信息相
对充分，足以对补贴程度作出判断。虽
然曼德尔森的建议后来不了了之，但
欧盟改用反补贴的方向却定了下来。

反补贴恐成

中欧贸易摩擦新“灾区”

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克里姆林
宫新闻办公室5月１４日说，总统德米
特里·梅德韦杰夫致信俄罗斯—北约
理事会，要求平等参与欧洲反导弹系
统研发。

克里姆林宫新闻办公室声明说：
“这封信写道，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只
有在俄罗斯以平等为基础参与的情
况下，才能真正有效可行。”

另外，俄罗斯希望获得欧洲反导
系统不针对俄罗斯以及不会威胁俄

罗斯战略核力量的保证。
去年１１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２８

个成员国领导人与梅德韦杰夫在葡
萄牙首都里斯本会晤，商定在战区导
弹防御系统等方面合作，但迄今没有
就合作具体细节达成一致。

俄新社报道，北约希望与俄罗斯
各建一个导弹防御系统，互换信息；
俄罗斯则希望双方共同研发联合防
御系统。

俄罗斯呼吁“平等”参与欧洲反导

新华社专电 一名乘客焦躁不安，在万米高
空试图打开并跳出客运飞机舱门，遭机组人员和
其他乘客制伏。

这架易捷航空公司客机从波兰启程，飞往英
国城市爱丁堡，在大约１.１万米高度飞行时，一名
现年４０多岁男子试图打开舱门。

英国《每日邮报》１４日报道，男子英国籍，飞行
过程中焦躁不安，来回走动，手持一份安全指南，
内容包含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打开舱门。

乘客戈登·肯尼迪说：“他拿着安全指南，在过
道中走来走去。起飞后大约一个小时，他在舱门口
停住，看看安全指南，看看门把手，再看看指南。”

男子最后背上背包，朝舱门冲去，遭遇其他人
干预，未能打开紧急舱门。当他抓住舱门手把时，
被及时制伏。

一乘客万米高空

欲跳客机

当前，中东正处在几十年未有的大变革时期，各国政局动荡持续，地缘格局分化重组。过去密切
关注伊核，并积极参与围堵伊朗的有关各方，均自顾不暇，顾不上关注伊核问题。而中东剧变后，伊
朗地缘环境大为改善，因此伊朗借核计划谋求大国地位的信心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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