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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圣彼得堡11月7日电 （记者
冯坚 赵承 周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日在
圣彼得堡会见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总理第十次会议的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 、
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 塔吉克斯坦总
理阿基洛夫。

在会见吉拉尼时， 温家宝强调， 中巴
是好兄弟、 好伙伴， 中方坚定支持巴维护
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努力， 愿与巴方共
同应对反恐等安全挑战， 一如既往地向巴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 认真履行对巴灾

后重建的有关承诺， 相信巴方一定能够克
服面临的困难， 实现新的发展。

吉拉尼表示， 愿与中方一道， 加强高
层交往， 深化经贸、 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 、 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 密切在国际 、
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推动巴中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为促进本地区的
和平、 稳定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在会见马西莫夫时， 温家宝表示， 中
方愿与哈方一道， 通过中哈总理定期会晤

机制以及中哈合作委员会， 对两国务实合
作加强统筹协调， 积极推进能源合作， 加
强互联互通建设， 密切在上合组织内的沟
通协调， 推动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

马西莫夫感谢中方对哈有效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认为哈中传
统友谊深厚，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前景广
阔 。 哈方愿与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 ，
全面深化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
台阶。

在会见阿基洛夫时， 温家宝表示， 面
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 中方
愿与塔方携手应对挑战 ， 深化政治互信 ，
积极推进农业、 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以明年两国建交2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塔
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达到更高水平。

阿基洛夫表示， 塔中友好互利合作有
力促进了塔经济、 社会发展， 发展同中国
的关系始终是塔对外关系的最优先方向之
一。 塔方愿与中方密切配合， 落实好各项
共识， 更多造福两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7
日宣布： 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 国家主席胡锦
涛将于11月10日至14日出席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温家宝分别会见巴、哈、塔总理胡锦涛将出席
APEC会议

11月7日 ， 莫斯科举行盛大游行 ，
纪念具有传奇色彩的1941年红场阅兵。
1941年11月7日， 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兵
临莫斯科城下之际， 苏联军队在红场上
举行了阅兵式， 参加部队在阅兵完毕后
直接开赴前线作战。

左图 :身着二战时期苏军制服的士
兵走过红场。

上图: 莫斯科市民及老兵代表在红
场观看阅兵。

新华社发

红场阅兵

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与主要反对
党新民主党领导人安东尼斯·萨马拉斯6日
晚就组建联合政府事宜达成一致，决定于明
年2月19日提前举行大选 , 帕潘德里欧不会
继续担任总理。

两年总理生涯，债务危机成为高悬帕潘
德里欧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今剑光闪
烁，剑锋下的人却黯然“让位”。

三度“出战”成为总理
帕潘德里欧现年59岁，出生在美国明尼

苏达州，母亲是美国人。
帕潘德里欧来自政治世家，祖父和父亲

均出任过总理。 他的父亲安德烈亚斯1993
年至1996年领导政府期间，帕潘德里欧先后

出任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 随后，他在科斯
塔斯·西米蒂斯政府中继续担任外长，致力
于缓和希腊与土耳其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2004年，帕潘德里欧成为泛希腊社会主
义运动党领袖。 他随后两次竞选总理，两次
铩羽而归，获称政坛“斗士”。 2009年，帕潘
德里欧三度“出战”，打出改革牌，最终赢得
选举，成为总理。

他上任之初踌躇满志，着眼根除社会痼
疾，引领希腊成为现代化国家。 但一年前，
一场债务危机悄然成为帕潘德里欧的梦魇。

危机引发党内分歧
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迫使帕潘德里欧政

府对外求援， 在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监督下对内施行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
招致罢工抗议， 引发党内分歧。

上月底， 帕潘德里欧宣布将欧盟新一
轮援助方案付诸全民公决的决定引发全球
震动并加剧党内分歧。 许多泛希腊社会主
义运动党支持者批评帕潘德里欧 “牺牲”
竞选承诺， 为获得援助一再推行紧缩措施，
令希腊的财政自主受到威胁。

帕潘德里欧政府本月4日叫停公投并在
次日挺过议会信任投票。 帕潘德里欧随后
倡议筹建联合政府， 同时暗示自己不会留
恋总理职位， 表露去意。

“小乔治”
尽管黯然下台， 帕潘德里欧为避免国

家破产而展现出的坚韧、 正直和决心为他
在党内外赢得尊重， 希腊人甚至亲切地唤
他 “小乔治”。

“我不希望自己最大的敌人面对我所
经历的一切 ， ” 帕潘德里欧 6月接受希腊
《论坛报》 采访时说， “我们处在一场独一
无二的战争状态， 一场需要巨大努力和钢
铁般强韧神经的战争。”

一些分析师说， 联合政府成立意味着
这一政府获得执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和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支持， 即可在议会
300个议席中保证180席支持 。 这样一来 ，
无论是推动通过政府信任投票还是欧盟援
助协议都游刃有余。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帕潘德里欧：“战斗士”谢幕
希腊将组建联合政府

为应对当前欧债危机， 欧元区财长会
定于7日举行， 重点商讨落实此前欧盟峰会
达成的应对债务危机一揽子方案。 当前希
腊局势摇摆， 市场观望情绪浓重， 如何夯
实救助计划细节和步骤， 成为外界关注危
机应对的焦点。

按照计划，这轮被推迟的财长会，将着
重商讨欧债解决方案中的欧洲金融稳定工
具扩容、希腊债务减记以及欧洲银行业重组
等问题。 10月27日欧盟峰会达成的一致只是
纲领性的救助路向，外界普遍认为，财长会
对救助方案的磋商， 依然会是艰难的谈判，

落实的程度直接关乎方案的效力和效果。
踩住欧债危机的 “刹车”， 首先要稳住

希腊局面 。 然而那里过去一周几番周折 ，
加重了外界担心。 总理帕潘德里欧先以全
民公决计划惊动各方， 随后收回公决意向，
之后政府涉险挺过议会信任投票， 但反对
党的逼宫和社会层面的反弹， 令希腊政局
不堪重负。

作为首要被救助对象， 希腊对救助计
划的执行是一揽子方案成败的关键和前提。
然而可预见未来， 最难以确定的恰恰在希
腊一方 。 无论重组联合政府或重新大选 ，
持续的政治虚弱都将削减政府应对危机的
执行力； 步履维艰的紧缩和改革方案， 也

加大了当局与很多民众的分歧； 来自外部
的限制和压力， 更令希腊当局苦无回旋空
间。 如何避免希腊情况的再恶化， 欧盟各
方还要拿出智慧。

在银行业资本重组方面， 各方已达成
9%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共识。 据了解， 一些
欧洲银行对该计划仍存消极情绪， 如何说
服欧元区银行在明年6月前达到新的资本充
足率要求， 欧元区财长们还需花费口舌。

对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扩容，外界最为
关注的是，计划中的1万亿欧元“救助火力”
如何通过杠杆化实施。初步设想包括为一级
市场上购买欧元区公债的投资者提供相应
担保，以及设立新的“特殊投资工具”投放市

场。而当前的关键在于，在安全和回报方面，
市场和投资者如何找回信心。

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上， 各方一致欢迎新出台的危机解决方案，
并敦促欧洲国家尽快细化和落实方案。 解
决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有利， 需要全球的
协调与支持， 究其根本， 还要靠欧洲切实
而有效地自救， 这也是外部支持和协助的
前提和基础。

目前欧债危机应对的重中之重， 也是
难中之难， 仍是欧元区各国的协调一致和
切实行动。 避免债务应对 “溜倒车”， 欧元
区还需在决策力和执行力上下功夫。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新华国际时评 踩紧欧债危机的“刹车”
新华社记者 夏文辉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7日电 （记者 刘恺） 俄
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7日在莫斯科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对伊朗动用武力将是 “非常
严重的错误”， 后果难以预料。

拉夫罗夫在评价以色列方面6日有关 “对伊
朗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的言论时说， 俄方认
为， 武力手段不能解决国际冲突， 军事干预只能
导致人员伤亡成倍增长。 他说， 解决任何冲突都
只能建立在被国际社会公认、 写入联合国宪章的
原则基础上。

拉夫罗夫说， 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唯一途径是
创造条件重新恢复伊朗和伊核问题六方 （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 谈判。 他重
申， 俄方愿意继续付出努力， 以推动伊朗核问题
的解决。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6日电 （记者 拱振喜
李震） 叙利亚外交部长穆阿利姆6日致信俄罗斯、
中国、 印度、 南非、 巴西等国外长以及阿拉伯部
长级委员会、 阿拉伯联盟 （阿盟） 秘书长、 联合
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 指责美国介入叙流血事
件。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 穆阿利姆在信中说，
叙利亚为停止暴力行动采取了重要步骤， 呼吁持
有武器的叙利亚公民向叙当局自首和上缴武器。
然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4日呼吁叙利亚武
装人员不要向叙当局自首和上缴武器 ， 这表明
“美国直接介入叙利亚的骚乱和暴力行动”。

他说， 叙利亚认为， 美国的这项声明是 “鼓
励武装团伙继续进行针对叙利亚国家和人民的犯
罪行为”， “是企图使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阿拉伯
倡议搁浅”。

俄外长说

对伊朗动武
将是严重错误

叙外长指责美
介入叙流血事件

据新华社波哥大11月6日电 （记者 侯熙文）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6日说， 发生在哥伦比亚中
部卡尔达斯省马尼萨莱斯市的山体滑坡已造成29
人死亡， 另有20多人失踪。

由于连日暴雨， 泥石流于5日吞噬了马尼萨
莱斯市一个住宅区的10多座房屋。 桑托斯6日前
往该市视察灾情， 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遇难者
的家属表示哀悼。

据了解， 救援队已找到29具尸体， 同时成功
救出16名被困居民。 桑托斯要求救援队24小时不
停搜救， 尽最大努力寻找失踪人员。

哥伦比亚发生山体滑坡
29人死亡20多人失踪

11月7日， 在越南平顺省北咸顺县， 交警在
交通事故现场进行调查。

当日凌晨， 越南平顺省北咸顺县发生一起严
重交通事故。 一辆由庆和省驶向胡志明市的货车
连续与两辆对面驶来的客车相撞， 造成两辆客车
着火， 车上至少10人死亡， 23人受伤。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