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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关航空业碳排放问题的国际会议经
过两天磋商""日在莫斯科结束! 来
自全球"#国的与会代表发表联合宣
言! 提出了反对欧盟单方面向他国
航空公司征收 "碳排放税# 的具体
措施$

联合宣言包含一揽子可选择的
反制措施! 各国将根据自己的具体
情况选择采用$ 这些措施包括% 利
用法律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与碳排
放交易体系& 修改与欧盟国家的
'开放天空( 协议& 暂停或改变有关
扩大商业飞行权利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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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成员) 中国民航局
官员吉原对记者说! 欧盟不顾世界
各国反对! 一意孤行地对全球航空
业征收不合理费用! 这是中国不能
接受的*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联合宣
言措辞强硬! 为的是向欧盟施加更
大压力! 迫使其最终自行停止征收

"碳税(* 中国自"$$%&'$'&()号指令
出台后就一直持反对态度! 国家民
航局已于本月下令禁止中国所有航
空公司参与碳排放交易体系*

他介绍说! 欧盟对航空业的碳
排放限额是以"$$*年!+$$,年全球航
空排放量为基准确定的* 当年约%-"

的排放量免费! 超出部分由航空公
司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购买*

由于近年飞往欧洲的航班大幅增加!

以这一过时的标准! 大部分国家都
要向欧盟交钱! 其实际等于是 "碳
排放税(* 欧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

无权向世界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变
相征税! 这不符合 +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 -即 +芝加哥公约,. 的有关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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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联邦运输部部长伊戈尔/列维
京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示! 俄罗斯在
0碳税( 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一致$ 他
说% 0我认为! 现在将民航业纳入碳

排放交易体系为时过早! 在各国未就
限额贸易问题制订协调行动方案前!

必须抵制欧盟指令对各国航空公司的
影响$(

另外! 俄罗斯联邦运输部副部长
瓦列里/奥库洛夫++日对记者说! 俄
运输部正在拟订有关禁止俄航空公司
开设碳排放交易账户的法案! 计划于
今年上半年提交国家杜马$ 此外! 俄
还可能拒绝欧盟航空公司增加赴俄的
航班数$

奥库洛夫说!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
的正是抵制这一不合理的单方面指
令$ 包括美国) 中国) 巴西) 印度在
内的..个国家派代表团与会! 其中+/

国在最终文件上签字$

+$$%年''月! 欧盟颁布+$$%&'$'&

()号指令! 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盟的
碳排放交易体系! 并宣布于+$'+年'月'

日起实施$ 根据该指令! 所有在欧盟境
内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都要为碳排放缴
纳费用$ 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全球+$$$

多家航空公司都被列入了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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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欧盟
颁布+$$%&'$'&()号指令! 将国际航空
业纳入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并宣
布于+$'+年'月'日起实施$ 根据该指
令! 所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降的国际
航班都要为碳排放缴纳费用$ 包括中
国公司在内的全球+$$$多家航空公司
都被列入了该体系$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测算! 欧
盟的做法意味着全球航空业将在未来
%年额外增加+.%亿美元的负担$

欧盟不顾国际社会反对! 强行征
收 0碳税( 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保护人类资
源和环境$ 但实际上! 这是欧洲为抢
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和

抢占低碳产业发展制高点而采取的重
要策略$ 同时! 征收航空碳税也是欧
盟获得公共财政收入的一个新途径$

此外! 美国空运协会负责环境
事务的副总裁南希/扬指出! 欧盟如
果能将他们的排放交易体系适用于
全球航空公司! 那么欧盟的碳交易
市场自然而然会扩大! 更多资金将
流入欧洲$

欧盟的 0碳税( 对中国航空公司
影响有多大呢1 据参加莫斯科会议的
中国代表团成员) 中国民航局官员吉
原估算! 按照欧盟的规定! 仅+$'+年
中国各航空公司就需向其支付约%亿
元人民币的 0碳税($ 到+$'-年! 这
笔费用更将达到每年'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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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月++日! 两名西方
记者在叙利亚城镇霍姆斯遭炮击身
亡! 他们分别是供职于 +星期日泰
晤士报, 的美国资深战地记者 玛
丽/科尔文及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
奇力克$

事发时! 一枚炮弹击中了示威者
在巴巴阿姆尔区搭建的临时媒体中
心! 两人在试图逃跑时被火箭弹击中
身亡$ 另有三名外国记者受伤$

霍姆斯是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
府武装交战最激烈的地区$ 该市几
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没有地下室! 发
生长时间轰炸袭击时! 居民和记者

只能在楼梯间躲避$ 叙利亚当局禁
止外国记者进入霍姆斯的军事要塞
报道战况$

科尔文的母亲表示!她女儿本来
计划++日离开叙利亚$ 据悉!科尔文
此前曾与报社编辑通话!后者令她撤
离$ 科尔文的母亲说!0她不得不留
下来!她想再完成一篇报道$ (

玛丽/科尔文现年--岁! 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 资深战地记者$

+%岁的奥奇力克是法国杂志 +巴黎
竞赛画报, 摄影记者! 因报道利比
亚国内冲突获得 0世界新闻摄影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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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克利克++

日在叙利亚遇袭身亡$ 据英国 +卫
报, 报道! +%岁的奥克利克被视为新
一代摄影记者中最有天赋的人才之
一$ 本月初! 他还因为在利比亚拍摄
的系列照片 +为利比亚而战, 获得荷
赛一般新闻类组照一等奖$

奥克利克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
名战地记者$ +$$1年!+$岁的他就因
为前往海地记录海地前总统亚里斯蒂
倒台后当地的流血骚乱事件而一举成
名! 当时他还在巴黎的摄影学院读书$

他为此获得了为年轻摄影师设置的奖
项$ 后来! 他和朋友合开了图片社
23.$ +$$%年!他报道了刚果民主共和

国骚乱$ +$'$年!他又回到海地报道霍
乱疫情$+$''年!他连续报道了突尼斯)

埃及和利比亚动乱!他的作品被刊登在
+巴黎竞赛画报,)+法国世界报,)+时代
周刊,和+华尔街邮报,上$

法国425! 6789 :22;<=>摄影展组
委会主席让?弗朗西斯/勒罗伊曾展
出过奥克利克在海地的作品3 他当时
感叹%"新闻摄影没有死亡$ (

法国社会党总统获选人奥朗德发
表声明!就两名记者遇难和叙利亚的暴
力形势表示谴责$ 他说%"雷米/奥克利
克的死亡让我尤其伤心!因为他获准报
道我的竞选活动! 几天前我们还在一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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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文的新闻职业生涯已有.$

年$ 她'#@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牡蛎
湾!毕业于耶鲁大学!'/%1年担任美联
社驻巴黎办公室主任$一年后!她加入
+星期日泰晤士报,!一直至今$

科尔文住在伦敦西区的哈默斯密
斯!有过三次婚姻!没有孩子$

科尔文擅长报道阿拉伯和波斯地
区的问题!她也曾去过科索沃)塞拉利
昂和斯里兰卡做报道$ 最近!她的足迹
出现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 她的战地
报道为人称道的风格是!她会在一个冲
突地区一次性长期待上几个星期之久$

在几十年战地记者生涯中! 科尔
文数次逃过劫难$ +$$'年!她在斯里兰
卡曾受到暗杀的威胁!她活了下来!但
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 此后她一直带
着黑色的海盗眼罩! 这也成为了她的
标志$

她曾两次因报道南斯拉夫)伊朗)

斯里兰卡和津巴布韦战事而获得英国
"最佳驻外记者(称号$ 她还凭着对科
索沃战争的报道获得了国际妇女媒体
基金会的"勇敢记者(奖和外国记者协

会的"年度最佳记者(奖$ +$$+年!她还
荣获了"英国年度最美女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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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科尔文曾在伦敦发
表演讲!纪念在冲突中殉职的记者!并
阐述战地报道的重要性$她说!在她当
记者的绝大多数时间里! 她都是一名
战地记者!这项工作总有困难!但人们
需要来自前线的客观报道$

科尔文说%"报道战争意味着前往
一个充满混乱)破坏和死亡的地方!试
着承受压力目击事实&意味着在军队)

部落或恐怖分子的冲突时! 在宣传的
风暴中寻找真相&意味着冒着危险!不
仅仅是自身的危险! 还有那些和你一
起工作的人$ (

科尔文还说%"我们经常要自问!

报道的内容值得你去冒多大的危险1

44战地记者是最危险的职业! 在冲
突地带!记者就是主要的目标$抬起一
只脚!迈出去!每一步都有可能踩到地
雷$这就是所谓的噩梦$很多人可能会
问!到底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代价1在

我眼睛受伤的时候! 我也被问过这样
的问题!我那时候的回答是 5值得2!

我现在也会这么回答$ #

科尔文认为%0我们的任务就是说
出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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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外交部+.日发表声明! 呼吁
在叙利亚采访的外国记者遵守当地
法规! 避免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赴
骚乱地区采访$

声明说! 叙政府将向遵守叙新
闻法规的外国记者提供便利和保
护$ 叙新闻部在过去两个月间向两
百余家媒体记者发放许可证! 证明
叙利亚没有禁止记者入境采访$

声明还向在叙利亚殉职的记者

家属及其供职机构表示慰问! 同时驳
斥叙政府应为死难记者负责的说法$

美国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
摄影师雷米/奥克利克++日在叙利
亚中部城市霍姆斯遭炮袭身亡 $

叙新闻部长马哈茂德当天在声明
中称! 这两名记者在未获叙新闻
部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叙利亚采访$

叙新闻部对科尔文) 奥克利克及
其他国外记者在叙利亚的采访活
动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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