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日
下令调查陆军参谋长维贾伊!库马尔!
辛格自称有人为军购行贿一事"

辛格!!"#"先前告诉#印度教徒
报$记者%一名军火采购游说团体成员
找到他%承诺支付好处费%请他为一笔
涉及!""辆军用车辆的政府订单&说好
话'" 据称这$%%辆军车是&次品'"

&想象一下%他们中的一人胆敢走
到我面前% 称如果我为这笔采购开绿

灯 % 会给我&'(亿卢比 (

$%

!"#

&'

(

)%' 辛格说%&他在行贿我" 他告诉
我%有人在我之前收过钱%还会有人在
我之后准备收钱" '

按辛格的说法% 印度军队现有
)%%%辆军车&有问题'%其中许多车的
&采购价高得离谱%却无人过问'"

辛格没有提及行贿时间% 只说他
立即向国防部长安东尼汇报%&如果认
为我不称职%我可以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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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旧金山法医检验办公室#+

日公布旧金山华人家庭,名受害者的
身份%两名男死者分别是+,岁的雷华
舜和他-#岁的儿子文森特!雷% 三名
女死者分别是+#岁的吴婉仪*.)岁的
女儿雷映雪和.%岁的朱嘉慧 (

� 

¡¢

)"

雷华舜和吴婉仪夫妇拥有与&+号
相邻的&%号出租物业%雷映雪是&+号的
登记屋主" 雷氏夫妇儿女及儿子的女
友同住此" 两栋房产均为两层楼房"

旧金山华人社区对此案件均感
震惊和悲哀" 雷华舜来自广东台山%

曾任职数学老师%抵美后在旧金山中

国城的岭南小馆做工长达&/年"

雷华舜与妻子吴婉仪省吃俭用
购置两栋房产%计划明年退休" 女儿
雷映雪在一间公司任软件工程师"一
家人平时低调%与邻居来往不多" 但
邻居称他们一家为人友善"

台山同学网发布数个帖子% 对雷
华舜一家的不幸表示悲痛"发帖人有的
是雷华舜的学生%有的是他的同事"

雷家的住所前仍然被黄色警戒线
封锁"有民众送来鲜花摆放在屋前"

þ_Fÿ×!"#î

警方0+日凌晨逮捕了涉嫌杀害
雷家,人的凶手陆平泰(音译)%并控
其,项谋杀罪名" 同时被捕的还有与
陆平泰同住的弟弟%他涉嫌持有毒品
并违反假释条例"

据悉% 陆平泰是越南非法移民%

有犯罪前科"因在圣塔克拉拉持枪抢
劫中餐馆%&**/年被判刑&&年%0%%+

年出狱"警方没有透露凶手的杀人动
机以及凶手与雷家人的关系"

旧金山警方预计在0/日将案件
移交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陆氏兄弟最
快将在当天下午被传讯"

.月0.日凌晨% 旧金山市立大学
附近霍思街&+号发生一起家庭凶杀
案%,名华裔同时遇害"

!I!"

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正想方设法
向伊朗支付近&%亿美元的石油欠款%

因为欧盟和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
使壳牌几乎找不到还钱门路"这笔欠
款足够购买大约/%%万桶原油"

壳牌首席执行官彼得!博塞尔本
月)日说% 壳牌将在数周内完成对伊
朗原油的最后一单收货"壳牌是伊朗
第二大企业客户%日均合同交易量&%

万桶%仅次于土耳其炼油厂"

欧盟禁止成员国为伊朗石油贸
易提供金融服务的决定从.月&)日正
式生效" 根据这一决定%环球银行金
融电信协会&,日宣布%将终止.%家伊

朗银行使用这一国际银行合作组织
提供的跨境支付服务"

Ìt$%&Ï'!�(

石油业高管告诉路透社记者%鉴
于积累的欠款金额巨大%壳牌只能请
求英国政府出面帮助还钱"壳牌曾提
出请求%遭到拒绝"不过%壳牌帮助伊
朗国家石油公司开发几处近海油田%

所获报酬可用于冲抵一部分欠款"

�ôê¹)T*!k·

美国和欧盟制裁伊朗%以伊朗原
油出口为目标%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和

全球涉及伊朗石油贸易的金融机构"

一名石油行业高管告诉路透社记者+

&寻找支付路径挫折重重% 从银行体
系打款现在几乎不可能" '

多年在伊朗油田作业%加上常年
购买伊朗石油% 使壳牌与伊朗建立起
相当深的渊源" 尽管不愿切断与伊朗
合作的后路% 但是壳牌无法承受在美
国和欧洲的业务遭受损失" 正如一名
行业人士所说+&壳牌正费尽心机找
到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付款的途径"

这件事非常敏感%也非常有难度" 他
们既要维护与伊朗的良好关系%又要
忍耐制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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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第二届
核安全峰会0)日下午在首尔会展中心
闭幕%会议通过了#首尔公报$"

#首尔公报$的内容涉及全球核安
全体系* 国际原子能机构作用* 核材
料*放射源*核安全与核能安全*运输
安全*打击非法贩运*核分析鉴定*核
安全文化*信息安全*国际合作等&&个
领域% 共提出了&.项非约束力承诺或
鼓励措施"

公报说%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

利用核能是全世界的共同目标" 与会
领导人重申了加强核安全* 防止核恐
怖的政治意愿和采取强有力措施*开
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并承诺继续为
此作出自发的*实质性的努力"

这次峰会以加强核材料和核设施
安全为主题% 回顾0%&%年华盛顿峰会
以来取得的进展% 重点讨论加强核安
全国家措施和国际合作" ,.个国家和1

个国际组织领导人或代表与会" 国家
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题为 #深化合
作 提高核安全水平$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指出% 中国高度重视国家
核安全能力建设%严格履行国际义务%

广泛开展核安全国际合作% 采取有效
措施确保大型公众活动核安全% 积极
对外提供核安全及核能安全援助" 今
后%中国将进一步采取核安全措施%确
保本国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 提高整
体核安全水平% 共同致力于提升本地
区核安全水平% 全面深化同国际原子

能机构合作% 同各国分享在大型国际
活动核安全方面的经验"

胡锦涛强调%只有各国通力合作%

才能实现普遍核安全的共同目标" 胡
锦涛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坚持科学
理性的核安全理念%增强核能发展信
心%正视核能安全风险%增强核能安
全性和可靠性%推动核能安全*可持
续发展" 第二%强化核安全能力建设%

承担核安全国家责任%建立健全核安
全法律和监管体系%强化核应急队伍

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员培训"

第三%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全球
核安全水平%推进核安全国际法律文
书的普遍性% 推广核安全标准和规
范%积极提供核安全援助%帮助发展
中国家提高核安全技术水平" 第四%

标本兼顾*综合治理%消除核扩散及
核恐怖主义根源%坚持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
作的新安全观%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
热点问题和国际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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