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总统称

宪法草案获通过

新华社开罗12月29日电 （记者

陈聪 李姝莛） 埃及总统穆尔西

29

日发表讲话称， 宪法草案在公投中获

通过结束了埃及的过渡阶段。

穆尔西当天在协商会议（议会上

院）开会前发表讲话说，现在已是为国

家振兴、 建设现代化国家而工作和生

产的新时期。

根据刚通过的宪法规定， 国家立

法权在新议会选出前暂时由协商会议

享有。

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

25

日晚宣

布， 宪法草案在本月

15

日和

22

日分两

阶段举行的公投中以

63．8％

的支持率

获得通过。

俄罗斯成立

客机失事调查小组

新华社莫斯科12月29日电 （记

者刘恺 岳连国） 一架俄罗斯民航

客机

29

日在莫斯科降落时失事，目前

已确认

4

人死亡，另

4

人受伤。 俄罗斯

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小组，调查客机

失事原因。

俄紧急情况部确认，莫斯科时间

29

日

16

时

45

分 （北京时间

20

时

45

分）

许，一架从捷克东北部城市帕尔杜比

采飞往莫斯科的图

－204

客机在莫斯

科伏努科沃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与

地面发生碰撞后断成三截，机身起火

燃烧。 失事时机上只有

8

名机组人员，

没有搭载乘客。

目前， 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结

束，死者身份已经确认。 根据俄官方

公布的遇难者名单，死者中没有中国

公民。

俄航空署证实，这架图

－204

客机

为双引擎中程客机，

2008

年生产，属

于俄罗斯“红翼”航空公司，本月

14

日

刚经过技术检修。

伊朗否认试图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新华社德黑兰12月29日电（记者

何光海 杨定都） 伊朗海军发言人

阿米尔·拉斯特加里

29

日否认伊朗在

南部海域举行的军事演习中试图封锁

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海军

28

日起在南部海域及公

海举行为期

6

天、代号为“守卫

91

”的军

事演习。此次演习将覆盖阿曼湾、霍尔

木兹海峡、北印度洋和亚丁湾等水域。

拉斯特加里说， 伊朗海军并未向

驶经演习水域的外国商船和军舰发出

警告， 尽管根据国际惯例伊朗海军可

以这么做。

西方媒体报道称， 伊朗海军在演

习开始后， 曾要求外国船只驶离包括

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演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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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日内瓦协议

攸关叙利亚和平进程

□

新华社记者 江亚平

联合国和阿盟叙利亚危机特使卜

拉希米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日在

莫斯科会谈后发表声明， 再次呼吁叙

利亚交战双方尽快停火。 这是叙利亚

危机进一步加深后， 国际社会为政治

解决叙利亚危机所做的又一次努力。

当前， 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恶化与

复杂化，甚至有失控危险。要想早日实

现和平， 切实可行的方案是尽快落实

坚持叙利亚各方通过谈判成立过渡政

府、 实现叙利亚权力平稳交接的日内

瓦和平协议。

要政治解决长达21个月的叙利亚

危机，叙冲突双方必须坐到谈判桌前。

达成妥协与和平协议的前提是双方都

要有强烈意愿，但目前未见任何迹象。

更何况，叙冲突双方立场、观点大相径

庭，加之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和谈前景

充满险阻。

叙利亚危机是过去两年来西亚北

非动乱中持续时间最长、 人员伤亡最

为惨重的一次内乱。 但经过近一年的

军事较量，叙局势正发生新的变化。

一是反对派在西方撮合下进行了

整合，形成了以“全国联盟”为首的反

对派联盟，战斗力今非昔比。

二是最近两个月有上百个国家陆

续宣布承认“全国联盟”为叙利亚合法

代表。

三是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都结束

了选举， 可以腾出精力来对付巴沙尔

政权。

无论如何， 政治谈判总归是有利

于叙利亚人民的最佳解决方案。 日内

瓦协议是各方一致达成的重要文件，

因此， 能否重启日内瓦协议攸关叙利

亚和平进程。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气球迎新年

自1992年一名办公室文

员放飞100只气球后， 放飞

气球就成为了圣保罗庆祝

新年的传统。 12月28日，圣

保罗商业协会放飞5万只可

降解气球。 新华社 /法新发

面面相觑

12月27日， 德国汉堡的一家动物园对动物进行一年一度

的清点、称重和测量，一只环尾狐猴（左）与一只番茄蛙对视。

新华社 /法新发

欢迎2013

12月29日，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烟火画出“2013”的字

样迎接2013年的到来。 新华社 /法新发

休假没了

因“财政悬崖” 谈判未

果，12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

马（右）提前结束休假，从夏

威夷飞抵华盛顿。

新华社 /法新发

最后交易日

12月2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证券交易所，交易员庆祝2012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新华社 /法新发

毕业典礼

12月27日， 在以色列哈

特泽里姆空军基地， 以色列

飞行员的毕业典礼及航空表

演， 一架以色列直升机发射

照明弹。

新华社 /法新发

面粉大战

12月28日， 在西班牙东

南部小镇伊维的居民举行一

年一度的面粉大战， 人们在

市政厅外展开“战斗”，向对

方扔面粉、鸡蛋等。

新华社 /法新发

一周看天下

最长寿男性

12月26日，以115岁又

253天高龄成为世上最长

寿男性的日本京都府京丹

后市的木村次郎右卫门接

受献花。 新华社 /法新发

彩色狂欢节

12月28日， 在哥伦比亚

卡利， 一名狂欢者参加狂欢

节游行。

新华社 /法新发

多哈气候大会通过一揽子决

议。

新华社发

新华社评出

年国际十大新闻

新华社评出

2012

年国际十大新闻

（按事件发生时间为序）。

美国军事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1

月

5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新的

军事战略， 对美军全球关注重点进行再

平衡，把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6

月

2

日，美

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到

2020

年，美国

海军力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区域的部署

分配比例将由五五开调整为四六开。

11

月中下旬，甫获连任的奥巴马出访泰国、

缅甸和柬埔寨， 凸显亚太地区在美国全

球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执政

1

月

21

日，埃及穆兄会在议会下院选

举中获胜。

6

月

30

日，来自穆兄会的穆尔

西宣誓就任近

30

年来埃及首位民选总

统， 伊斯兰势力正式掌控这个最大的阿

拉伯国家。自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突

尼斯、也门、利比亚、埃及等多个阿拉伯

国家的世俗政权相继更迭， 伊斯兰势力

在中东北非多个国家赢得政权或议会优

势， 成为中东变局与政治转型中举足轻

重的政治力量。伊斯兰势力的强势崛起，

不仅改变了中东诸国政权形态， 也深刻

影响着地区政治格局。

宗教问题引发多国反美浪潮

2

月

21

日起，因驻阿富汗美军基地发

生焚烧《古兰经》事件，阿多个城市爆发

抗议活动，造成

200

多人死伤，

4

名美军士

兵身亡。

9

月

11

日，抗议美国电影侮辱伊

斯兰教先知的利比亚示威者冲击美国驻

班加西领事馆，美驻利比亚大使和另外

3

名外交人员丧生。 抗议浪潮波及全球

20

多个国家，在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和也

门等发生政权更迭和剧烈动荡的中东国

家尤为猛烈， 显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

突加深，其中东政策受到质疑。

“好奇”号火星车

成功登陆火星

8

月

6

日，美国“好奇”号火星车成功

登陆火星表面， 为人类前往星球探路。

“好奇”号的主要任务是测量火星岩石和

泥土中化学元素的丰度， 评估火星表面

的辐射环境， 探索火星是否适宜生命存

在。该项目总投资

25

亿美元。根据奥巴马

政府公布的新太空战略， 美国将以火星

为太空探索的新目的地。

俄罗斯

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8

月

22

日， 俄罗斯经过

18

年艰苦谈

判， 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

156

个成

员。目前，俄罗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排名

世界第

11

位，拥有

1．43

亿人口。 俄罗斯入

世标志着世贸组织将最后一个重要经济

体纳入国际贸易规则， 世贸组织由此覆

盖了

98％

的国际贸易。 世贸组织认为，这

将推动俄融入全球经济，稳定贸易环境，

有利于统一贸易规则的推广。

日本“购岛”

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9

月

10

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强

烈反对和严正抗议，宣布“购买”中国固

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实施所谓

“国有化”。 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公然

侵犯，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中方重申所谓“购岛”行动完全是非法和

无效的， 并采取一系列反制举措维护钓

鱼岛领土主权。 日本“购岛”闹剧激起全

体中国人民强烈愤慨， 导致中日关系全

面恶化， 同时也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周

边邻国对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警惕。

叙利亚武装冲突进一步恶化

11

月

7

日，叙利亚反对派“自由军”宣

布开始“解放大马士革第二阶段战役”，

首都大马士革及周边地区成为政府军与

反对派武装的主战场， 持续

20

个月的叙

利亚危机进一步恶化。

11

月

11

日，叙各反

对派组织宣布成立“叙利亚反对派和革

命力量全国联盟”。美国一个月后宣布承

认“全国联盟”。 一些外部势力公开向反

对派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 政治解决危

机进程举步维艰， 联合国和阿盟的调解

努力至今未能奏效。

中共十八大

引起世界高度关注

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大会把科

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

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明确了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提出

五位一体发展思路。 会后举行的十八届

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反响积极，普遍

认为这是一次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

会，勾画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中国新领

导层将领导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以积极、

负责任的大国姿态， 在国际社会扮演举

足轻重的角色，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

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活力。

多哈大会

确定减排第二承诺期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9

日，联合国气候大

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会议从法律

上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

将按预期于

2013

年开始实施，坚持了“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了《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基本制度框架。 但发达国家淡化其历史

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倾向

更趋明显， 自身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资金、转让技术的政治意愿不足，成为

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障

碍。

欧债危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11

月

27

日， 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就减免希腊债务达成一致， 并同意

向其提供

440

亿欧元救助贷款，但希腊是

否会退出欧元区悬疑依存。同时，西班牙

也出现危机， 政府在年末正式向欧盟申

请近

370

亿欧元救助资金。 此外，法国主

权信用评级先后被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

调降。 这些情况表明， 欧债危机依旧未

解， 仍是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最主要风

险。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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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美国总统奥巴马（左五）与东盟成员

国领导人合影。 新华社发

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宣

布穆尔西赢得总统选举。 6月24日，

民众庆祝穆尔西获胜。 新华社发

12月16日， 世界贸易组织部长

级会议正式批准俄罗斯加入世贸组

织。 新华社发

9月20日，民众在阿富汗喀布尔

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诋毁伊斯兰教

先知的美国影片。 新华社发

12月4日，美国航天局宣布该机

构将借鉴“好奇”号火星车的成功经

验，于2020年再次发射火星车。

新华社发

11月28日，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

革郊区扎尔马尼地区遭到连环爆炸

袭击， 造成至少34人死亡、83人受

伤。 新华社发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共有2732

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此次大会。 当天恰逢中国记者节。 新华社发

12月13日国家海洋局组织中国

海监开展钓鱼岛海空立体巡航，这

是从中国海监B-3837飞机上拍摄

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画面。

新华社发

新华国际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