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
会网站10月31日凌晨公布的初步
计票结果显示， 吉尔吉斯斯坦现
任总理、 总统候选人阿坦巴耶夫
获得半数以上参选选民的支持 ，
赢得本届总统选举。

均为新华社发

阿坦巴耶夫:赢得选举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0月

31日说， 检察机关关于前总理韩
明淑非法收受巨额政治资金的指
控证据不足， 判决韩明淑无罪 。
这是韩明淑继2010年4月后再次
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被法院裁定
为清白。

韩明淑:被判无罪
10月31日 ，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

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其
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接受旅日外国人
政治资金道歉， 并表示资金已全额
退还。 今年3月， 时任日本外相前原
诚司因接受旅日外国人政治资金而
辞职。

野田佳彦:国会道歉

新华社巴黎10月31日电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大会31日投票通过关
于巴勒斯坦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该组
织的提案。 这也是巴勒斯坦首次获
准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31日举
行会议审议有关接受巴勒斯坦为该
组织成员国的提案 。 最终173个参

加投票的成员国以107票赞成、 14票
反对、 52票弃权通过了该决议。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本月5日已
投票通过允许巴勒斯坦以成员国身
份参加该组织事务的提案。 在获得
31日教科文组织大会投票通过后 ，
巴勒斯坦还需签署批准教科文组织
《组织法》， 使其成员国资格生效。

之前 ， 美国和以色列曾警告 ，
若巴勒斯坦获支持成为教科文组织
成员国， 可能将停止向该组织提供
资金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专
门机构之一， 于1946年成立， 总部
设在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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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周小雷 肖丽娟 责任校对 彭扬 时事9２０11年11月1日 星期二

据新华社维也纳10月31日电 （记
者 刘东凯 吴黎明）国家主席胡锦涛31
日在维也纳同奥地利总统菲舍尔举行
会谈。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
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胡锦涛强调， 中方重视发展同奥
地利的关系， 愿同奥方一道努力， 把
中奥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更高水平。 他
就此提出4点建议： 一是加强平等互
信的政治关系。 保持两国高层经常交
往，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牢牢把握
双边关系发展大方向。 二是拓展互利

共赢的经贸关系。 着眼优势互补， 加
强政策引导， 改善市场环境， 挖掘合
作潜力， 做实中奥科技园项目， 推动
中奥生态园建设， 建立中小企业合作
与技术转让平台， 不断拓展两国经贸
合作。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以实际行
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继续鼓励和保
护双向投资， 实现双边贸易平衡、 多
元化、 可持续发展。 中方愿意从奥地
利进口更多适销对路的商品， 同奥方
探讨在中东欧地区开展三方合作， 也
希望奥方为赴奥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

便利， 并在推动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
场经济地位和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
制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三是
促进交流互鉴的人文合作。 积极创建
人文交流新平台新品牌， 扩大文化 、
教育、 智库、 媒体友好往来， 推动中
欧文明对话互鉴。 鼓励扩大两国地方
和民间交往。 四是深化和平发展的多
边合作。 中方重视并支持奥方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愿同
奥方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 、 气候变
化、 能源资源安全、 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 ，
在联合国及中欧、 亚欧合作框架内加
强沟通， 共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菲舍尔完全赞同胡锦涛关于发展
两国关系的重要意见，奥方积极支持欧
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希望加
强两国文化、科技、旅游合作，保持和扩
大双方在联合国及多边领域合作。

新华社维也纳10月30日电 国家
主席胡锦涛30日抵达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 开始对奥地利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
者 邹伟）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
安全合作会议31日在京举行。会议针
对湄公河流域严峻的安全形势，研究
建立中老缅泰四国在本流域的执法
安全合作机制，并进一步协调各方立
场，彻底查清“10·5”案件案情。

经过与会各方共同努力， 会议
取得圆满成功。 会议通过了 《湄公
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纪要 》 ，
发表了 《关于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
合作的联合声明》， 达成广泛共识。
一是同意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 加
大联合办案力度 ， 尽快彻底查清

“10·5” 案件案情， 依法惩办凶手；
二是为应对湄公河流域安全出现的
新形势， 同意建立中老缅泰湄公河
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 交流情报
信息、 联合巡逻执法、 联合整治治
安突出问题 、 联合打击跨国犯罪 、
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三是同意尽快
通过联合办案 、 专项治理等方式 ，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打击毒品
犯罪团伙； 四是尽快开展联合巡逻
执法， 为恢复湄公河航运创造安全
条件， 争取在12月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召开之前湄公
河恢复通航。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者
朱立毅 丁文杰 ） 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局长骆琳 31日指出 ， 湖南衡阳
“10·29” 矿难暴露出诸多问题， 是
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他在矿难现场
强调， 要全力救治伤员， 严肃事故
查处， 严格责任追究。

10月29日18时10分许， 湖南省
衡阳市霞流冲煤矿发生瓦斯突出并
引发瓦斯爆炸事故。 事发后， 安全
监管总局局长骆琳立即率工作组连
夜赶赴事故现场， 传达贯彻国务院
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 查看事故
现场， 检查矿井安全保障系统， 慰
问抢险救援人员， 并来到衡山人民
医院和位于衡阳市的解放军169医
院， 看望受伤人员。

骆琳在听取事故抢险救援情况
汇报后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
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
组织科学救援，严防次生事故发生；
千方百计救治伤员， 避免因伤致残
和死亡；加强组织领导，妥善做好事
故善后、赔偿和稳定工作；及时准确
客观发布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依法依规严肃事故查处， 严格责任
追究， 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

待；深刻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经事故调查组初步分析， 事发
矿上山掘进工作面放炮诱导瓦斯突
出， 造成风流反向， 高浓度瓦斯流
经暗斜井绞车房时， 由于电器失爆
产生火花引发瓦斯爆炸。

骆琳指出， 事故有关具体情节
和原因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但从事
故暴露出的情况看， 事发矿在安全
生产许可证被扣、 被责令停产整顿
的情况下，违法违规组织生产，综合
防突措施不落实， 安全投入严重不
足，机电设备设施失爆，安全培训教
育不到位， 事发当班无矿领导下井
带班， 在瓦斯突出一段时间后未能
有效组织矿工及时撤离和避险自
救，安全管理混乱，是一起重大责任
事故。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将对
这起事故的查处进行挂牌督办。

据核查， 事发矿系衡阳市地方
国有煤矿 ， 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
10月29日中班， 这个矿共安排35人
下井作业 。 事故发生后 ， 5人获救
升井入院救治 ， 其中1人危重 ， 另
有1名被困人员于30日凌晨经风井
逃生。 事故共造成29人遇难。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 中国反对包括 “黑客攻击” 在
内的计算机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有记者问： 据报道， 美国国会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 发
表报告称有中国军方黑客曾干扰美

国卫星系统，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美国国会这个委员会

一直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 该报
告无中生有 ， 别有用心 ， 不值一
驳。 中国也是 “黑客攻击” 的受害
者， 反对包括 “黑客攻击” 在内的
计算机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据新华社上海10月31日电 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31日就 “浦东机
场刺母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汪某
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
个月，犯罪工具两把尖刀予以没收。

2011年3月31日，24岁留学生汪
某在上海浦东机场因留学费用等问
题与母亲发生争执，从包内抽出两把
尖刀， 对毫无防备的母亲的头部、腹
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致母重伤。

法院认为， 被告人汪某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

构成故意伤害罪。 至于辩护人提出
根据鉴定报告汪某案发时 “自知力
无 ”，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不构成
犯罪的意见，法院认为，司法鉴定意
见书上所称的“自知力无”是指被告
人汪某在谈及日本经历时对自身患
有精神疾病的病情没有主观认识 ，
缺乏 “自知力 ”，而不是指汪某案发
时自身行为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
力 ，因此以 “自知力无 ”来否定被告
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片面的 ，更
是对“自知力无”的误读。

据新华社洛杉矶10月30日电
正当人们等待10月31日世界人口
达到70亿的时刻到来之际，联合国
人口基金发言人表示，70亿 “人口
时钟 ”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何日敲
响仍存在疑问。

联合国人口基金发言人奥马
尔·加尔兹丁30日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 关于世界人口将于10
月31日达到70亿这一说法， 是联合
国人口司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预
测，其准确性存在一定误差，并不能
确定第70亿个人在10月31日降生。

加尔兹丁说，这一预测仅具象
征意义，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精
确性。 数字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所有人口问题都会对世界产生
深刻影响。 人们应更关注贫困、饥
饿、 妇女和18亿10至24岁青少年的
健康和生活状况等问题。

联合国人口数据分析人员指
出， 联合国人口司每隔5年对世界
人口进行数据更新，这样的统计模
式存在1%至2%误差的可能，这种误
差在大基数作用下，可使第70亿人
口的降生时间比10月31日滞后或
提前6个月以上。

70亿“人口时钟”，将在“地球日
志”写下不同寻常的一页。 虽然先
前预测10月31日世界人口达到70亿
仅具象征意义而不具统计学的准
确性 ，但随时会敲响的 “时钟 ”，再
次提醒人们直面它带来的挑战。

胡锦涛主席同奥地利总统举行会谈

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中老缅泰将在湄公河联合执法
要求彻底查清中国船员遇害案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衡阳矿难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反对计算机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上海浦东机场刺母案一审宣判
刺母留学生获刑3年6个月

70亿， 膨胀的不只是数字

图为在印度新德里市郊，一群
孩子搭车从学校回家。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30日电 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30日接受俄
罗斯第一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相信 ，
利比亚的情况不会在叙利亚重演。

巴沙尔表示 ， 叙利亚不是利比
亚 ， 不管从地理位置 、 人口情况还
是政治局势来看 ， 叙利亚的情况与
利比亚完全不同 。 利比亚的一幕不
可能在叙利亚重演 ， 因为叙利亚局
势恶化将对全世界造成负面影响。

巴沙尔说 ， 叙利亚几乎汇集了
中东各国在民族 、 宗教 、 文化上的
所有特点 ， 它就像两个地球板块相
连的地带 ， 破坏其中任何一个板块
都将引发强烈地震 ， 而这种地震不
仅会给中东地区及该地区所有国家
带来损失 ， 还将波及远离该地区的
国家乃至全世界。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31日电 俄
罗斯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31日表
示 ， 俄罗斯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提供约100亿美元资金， 以帮助欧
洲国家摆脱债务危机。

德沃尔科维奇在当天举行的记
者招待会上表示， 100亿美元只是大
概数字， 俄罗斯希望通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向欧洲国家提供这笔资金。

叙利亚总统———

利比亚一幕
不会在叙重演

俄将向欧盟提供
约100亿美元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
者31日从财政部获悉， 财政部、 教
育部、 民政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
部日前联合下发 《关于实施退役士
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 》， 强调要
充分认识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
策的重大意义， 并明确了该政策的
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意见指出， 退役士兵安置事关
军队建设和社会稳定。 实施退役士
兵教育资助政策的基本原则为： 统
一性原则、 自愿性原则、 非排他性
原则。

根据意见， 从2011年秋季学期
开始， 对退役一年以上， 考入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 根据本人申请， 由政府给予教

育资助， 资助内容为： 一是学费资
助； 二是家庭经济困难退役士兵学
生生活费资助； 三是其他奖助学金
资助。 资助期限为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历教育一个学制期。

资助标准为 ： 学费资助标准 ，
按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学费标准 ，
原则上退役士兵学生应交多少学费
中央财政就资助多少， 最高不超过
年人均6000元， 高于6000元部分自
行负担。 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金资
助标准， 按国家现行高校学生资助
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部门明确， 学费由中央财政
按标准和隶属关系补助退役士兵学
生所在学校， 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
金直接补给退役士兵学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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