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安理会 中国唱主角

A9

国际新闻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编辑/金雨红
美编/葛燕平
责校/霍利民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2月份共主持35场各类会议等

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
周年纪念活动序幕、推动审议全球热点、完善工作
机制……今年2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中国，
在联合国这个全球多边外交中心舞台发出了响亮
的中国声音，
贡献了中国理念和智慧。

中国倡议反响热烈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
立70周年。中国外长王毅2月23日在联合国主持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安理会部长级公开辩论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热烈支持和积极响
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到会讲话。10多个国家
的部长及副部长专程与会，80多个会员国和欧盟、
非盟代表发言。各国普遍认为，
《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在新形势下仍具有强大生命力，赞同
中国提出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
端、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以及强化国
际合作、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树立利益与命运共
同体等理念。
国际评论家认为，此次安理会会议实现了回顾

历史、展望未来的预期目标，中国成为2月份安理会
的主角，充分体现了当前中国外交积极有为的鲜明
特色，显示了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的贡
献，也为今年联合国系列纪念活动、特别是9月举行
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做了很好的铺垫
和烘托。

热点问题助推共识
2月，中国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共主持35场
各类会议，审议了叙利亚、中东、伊拉克、也门、利比
亚、索马里、南苏丹、乌克兰等20多项议题，
通过7项
决议，
发表2份主席声明和15份主席新闻谈话。
在包括中方在内的安理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安理会本月在诸多热点问题上达成了众多共识。
安理会强调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支
持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的政治斡旋
努力，
期待上述努力取得早期收获。
在反恐问题上，针对当前恐怖主义在叙利亚、
伊拉克肆虐的严峻形势，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加
强对有关恐怖组织制裁，切断其资金来源，打击恐
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从事煽动、招募、筹资和计划恐

怖活动等行为。
在乌克兰问题上，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俄罗
斯、法国、德国、乌克兰四国领导人就相关问题达成
的共识，
希望有关各方珍惜并切实履行有关协议。

高效务实成功履职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介绍说，中国在担
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坚持以客观公正、高效务实、透
明开放原则开展工作。一是同本届联大主席和联
合国广大会员国保持密切沟通，在联合国今年整体
工作框架中谋划开展安理会工作，增进会员国对安
理会工作的了解，促使安理会更多听取和反映会员
国意志。
广大会员国对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
客观、公正、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予以高度评价，
认为中方采取的措施令人耳目一新，表明了中国
以实际行动回应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对改进安理会
工作方式方法的期待，体现出中国作为常任理事
国的风格和担当，希望安理会能把中方开创的积
极举措延续下去，更好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
职责。
文/新华社记者 倪红梅 顾震球

再现
“三一”韩纪念抗日运动

新华社电 韩国总统朴槿惠 1 日在“三一运
动”96 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致辞，敦促日本正视历
史，
携手韩国共同书写面向未来的新历史。
朴槿惠说，韩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开启立足于正
确历史认识的 21 世纪韩日新合作时代，但令人遗
憾的是，由历史问题引起的矛盾始终横亘在两个邻
邦之间，
无法拉近两国民众内心的距离。
朴槿惠说，欧洲的德国和法国在二战后能够克
服矛盾、化敌为友，共同致力于欧洲建设，韩日应效
仿它们，以更成熟的、面向未来 50 年的伙伴关系共
同谱写新历史。
朴槿惠还表示，日军慰安妇问题是一定要解决
的历史课题。这些受害者目前的平均年龄均已接
近 90 岁高龄，留给她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外，
她指出，日本政府继续歪曲历史教科书是伤害韩日
两国关系的行为。
关于韩朝关系，朴槿惠在讲话中表示，朝鲜不
应再回避南北对话，希望能以今年光复 70 周年为
契机，营造民族和解和改善南北关系的机遇，同时
尽早解决南北离散家属团聚问题。
日本在 1910 年到 1945 年间对朝鲜半岛实施
殖民统治。1919 年 3 月 1 日，朝鲜半岛爆发反抗日
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1949 年，韩国政府将 3
月 1 日定为国家法定纪念日。

新华社电 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 1 日晚抵
达北京，
开始为期 4 天的首次中国之行。
威廉王子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华
的。除北京的行程外，威廉王子还将到访上海、云
南，
出席一系列文化和公益活动。
威廉王子是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在英国
本土和海外有广泛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此前应询表示，希望此访能够进一步增进英国王
室和各界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推动中英关系在新的一年取得新的发展。
怀孕的凯特王妃未与王子同行。
访华前，
威廉王子访问了日本。

亚航打捞接近尾声
仅找到 103 具遗体
印度尼西亚官员 2 月 28 日说，就亚航失事客
机，搜寻人员前一天打捞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一块
残骸。印尼国家搜救中心负责人班邦·苏利斯提约
告诉法新社记者：
“我们 27 日把这块亚航客机残骸
打捞出水，它包括一个完整的机翼。”残骸随后被装
上一艘船。苏利斯提约说，打捞过程中，没有找到
遇难者遗体。亚航 QZ8501 航班去年 12 月 28 日从
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途中失事，所载 162 名乘客和
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迄今仅找到大约 103 具遗体。
苏利斯提约说，当局将于下周与遇难者家属协商
后，
决定结束打捞工作的最后日期。
据新华社

保镖染埃博拉死亡
塞拉利昂副总统隔离

3月1日，
韩国首尔，
民众身着传统服饰走上街头，
重现1919年3月1日抗日运动爆发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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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间谍案 委取消美游客免签待遇
多名美政界人物被称为
“恐怖分子”禁止入境
“黑名单”
中包括美前总统乔治·W·布什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2 月 28 日宣
布，美国游客今后前往委内瑞拉必须事先申请签
证，获批准后才可入境。同时，委内瑞拉还将限制
美国外交人员数量，并把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
等政要列入禁止入境的
“黑名单”
。
马杜罗当天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
总统府外发表演讲，全国各大电视台和电台进行直
播。他说，由于美国不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他不
得不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予以回应。
马杜罗对在场支持者说：
“为了保护我们国家，
我已决定针对美国游客实施新的签证政策，入境委
内瑞拉必须办签证。”根据先前规定，持美国护照者
可在委内瑞拉免签停留 90 天。
马杜罗说，他决定改变对美签证政策源于委内
瑞拉近期破获的一起间谍案。这起案件中，一名拉

英国威廉王子
抵京开始访华

美裔美国飞行员被怀疑在西部塔奇拉州秘密从事
间谍活动，被调查人员逮捕。不过，马杜罗没有在
讲话中谈及更多细节。
委内瑞拉旅游局数据显示，去年 1 至 9 月，共有
约 3.6 万名美国人入境，人数与两年前相比减少了
约一半。去年全年共有约 95 万名外国人入境委内
瑞拉。
马杜罗同时说，委美两国互派的外交人员数量
对比悬殊，委内瑞拉因此将削减境内美国外交人员
数量。同时，委内瑞拉还列出一份“黑名单”，禁止
美国一些领导人入境。
虽然委内瑞拉和美国自 2010 年起停止互派大
使级外交官，但两国仍互派外交人员。马杜罗认为
美方派出外交人员过多，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相关条例。他说：
“ 他们有 100 人，我们却只

有 17 人。
”
马杜罗下令立即对美国外交人员资质进行查
验，并削减数量。此外，美国外交人员若要召开大
型会议也必须事先向委内瑞拉地方政府提出申请。
他还把多名美国政界人物称为“恐怖分子”，把
他们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这一名单中包括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及其副手迪克·切尼，以
及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和马可·鲁比奥。
今年 2 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委内瑞拉一些现任
和前任官员采取签证限制措施，拒绝美方认定的
“侵犯人权”和“腐败”的委方官员入境。针对这一
签证禁令，马杜罗表示愤怒，称这一行为侵犯委内
瑞拉主权，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遭“一些不负责
任的帝国主义势力绑架”，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尽
头”
。
文/张旌（新华社特稿）

塞拉利昂政府发言人2月28日说，一名保镖感
染埃博拉死亡后，
副总统塞缪尔·萨姆－苏马纳主动
接受为期21天的医学隔离，
直至埃博拉潜伏期结束。
萨姆－苏马纳说：
“我决定接受隔离，因为我不
想冒险，而想以身作则……我身体很好，没有生病
迹象。”他说，他的其他职员也将接受隔离，有生病
迹象的人会接受检查。萨姆－苏马纳的贴身保镖、
42岁的约翰·科罗马27日死于埃博拉。消息人士透
露，隔离期间，萨姆－苏马纳将在自己位于首都弗
里敦以西的住处办公。
塞拉利昂埃博拉感染者人数先前有所下降，
但近
几周出现反弹，
尤其在弗里敦和北部一些地区。总统
府发表声明说：
“新病例都有一个共性，
即他们都有过
海上活动。
”
因此，
当局下令禁止任何船只夜间进入塞
拉利昂和夜间卸货，
海警将予以监督。
据新华社

俄本周拟在西和葡
领空执行侦察飞行
俄罗斯国防部官员 2 月 28 日宣布，俄罗斯将于
今年 3 月派飞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领空进行侦
察飞行。
俄罗斯减少核危险中心主任谢尔盖·雷日科夫
当天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宣布这一消息。他说，这两
次侦察飞行在《开放天空条约》框架内进行，意在提
高签约国之间在军事领域的互信和透明度。
雷日科夫说：
“根据《开放天空条约》，这两次侦
察飞行将于 3 月 1 日至 8 日进行，起飞机场分别位
于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赫塔费。两次飞行最远
距离分别是 1200 公里和 1800 公里。
”
这将是俄罗斯今年根据这一条约进行的第 5 次
和第 6 次侦察飞行。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分别在
希腊、意大利等国领空执行了同样任务。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