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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
"

日解除国防部
长谢尔久科夫的职务! 任命莫斯科州
州长绍伊古为新任防长" 普京当天在
官邸说!鉴于俄国防部陷入腐败丑闻!

为便于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调查!他
决定解除谢尔久科夫的防长职务"

据美国媒体报道! 为调查军方资
产被严重贱卖!俄调查机构于上月底的
一天凌晨六点突击搜查一名女嫌疑人
的家!却意外地发现国防部长谢尔久科
夫也在其家里" 报道称!几年来外界对
#谢部长$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此次他
极有可能卷入调查!对其政治生涯将是
一个考验% 曾有报道说!谢尔久科夫用
国防部的钱!在黑海附近的自然保护区
为自己建了一座乡村别墅"

凌晨突袭& 邂逅$部长
调查委员会说! 怀疑有国防部官

员低价出售军方资产! 在莫斯科和俄
罗斯多个地方! 都涉及军方土地和房

地产被贱卖的情况! 造成损失高达
#

亿
美元% 目前!调查人员已经问讯了多名
官员%

#$

月
!%

日凌晨
"

时!调查人员突击
搜查瓦西里耶娃的住所%现年

&!

岁的她
原任国防部资产部部长!现任俄罗斯国
防服务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调查人员
在其家中起获了一些文件!查封了

'(%

万
美元现金!还有支票'字画'珠宝等" 最
意外的是!在瓦西里耶娃的家里!发现
了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

俄调查委员会发言人马尔金
#$

月
!%

日透露!初步调查显示!隶属于俄国
防部的国防服务公司涉嫌侵吞国有资
产! 至少挪用了

&$

多亿卢布国防预算
(约合

#

亿美元)用于房地产买卖!多名
官员涉案% 国防服务公司成立于

!$$)

年! 谢尔久科夫
!$##

年前担任该公司
总裁%

被传出暧昧关系
现年

%$

岁的谢尔久科夫是现任国

防部长! 多年来一直是普京政策的忠
实执行者!同时还是俄前总理维克多*
祖布科夫的女婿% 因此!虽然近年来外
界对其多有批评! 不过一直未对他产
生太大的影响% 他与妻子关系不好!而
且被传与瓦西里耶娃关系暧昧! 直至
!$##

年! 谢尔久科夫还担任该公司的
董事长! 瓦西里耶娃是其最亲密的助
手之一% 此次竟然被堵在对方家里!让
人大跌眼镜%

!红人"失宠+ 岳父发威+

调查人员把谢尔久科夫堵在瓦西
里耶娃的家里时!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
消息网站立刻进行了报道!这一做法非
常罕见% 俄总统普京的发言人称!事件
发生后!普京面见了谢尔久科夫!劝其
积极配合调查% 分析称!多年来一直得
到普京力挺的谢尔久科夫!似乎将失去
普京的支持% 多年来!他进行的痛苦的
军事改革解聘了大批军官!也解散了一

些军事部门!受到很多批评% 他本人试
图淡化案件!称调查人员的指控有待证
实!国防部欢迎客观的调查%

报道称!谢尔久科夫与普京的亲密
盟友' 前总理维克多*祖布科夫的关系
也很紧张% 可以说!谢尔久科夫能从一
个家具店经理一路做到国防部长的位

置!与祖布科夫有着很大关系!后来又
成了他的女婿%然而谢与夫人的关系并
不好!而且还在外粘花惹草!这让祖布
科夫很不满% &就算是国防部长!也不能
跟岳父干起来!特别是那个岳父是祖布
科夫!$ 俄知名反腐败网站的编辑普利
比洛夫斯说% #综合新华社$信息时报%

涉嫌挪用'(多亿卢布国防预算

俄罗斯国防部长被解职

一名西方国家驻巴勒斯坦的外
交官北京时间

"

日宣布! 巴勒斯坦前
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遗体定于
##

月
!"

日接受尸检!以查明死因%

他告诉美联社记者!一个瑞士小
组已经抵达约旦河西岸!

%

日勘察阿
拉法特的墓地一个小时%这个小组勘

察墓地是为挖掘做准备%

由于互不信任!阿拉法特的遗孀
苏哈和巴勒斯坦政府分别邀请瑞士
专家小组和法国专家小组展开调查%

两个调查小组将于
##

月底返回墓地!

挖掘并提取样本%他们仅有一次机会
提取样本%

阿拉法特
!$$*

年
##

月
##

日在
法国一家医院去世% 瑞士一个实验
室今年

+

月初在属于阿拉法特的个
人物品中检测出活度足以致命的
放射物质钋,

!#$

! 怀疑他是中毒
身亡%

#据法制晚报%

%

日! 尼日利亚国家紧急事物管
理局在此间发表声明!

+

月份以来!受
西非地区普遍发生的强降雨影响!尼
!&

个州遭洪水袭击% 截止
#$

月底!共
造成

&"&

人死亡!

!#$

万人无家可归%

该声明称!尼东部的阿达马瓦和
南部的科吉州受损最为严重!已有百
余人死亡!

#()

万人受伤% 今年西非地
区雨季降水较往年增加!国家基础设
施薄弱是造成此次水灾的主要原因%

为避免更大损失!尼与邻国喀麦隆开
坝放水!更加重了灾情%

物价飞涨燃油短缺
%

日! 尼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
数据表明!受洪水影响!当地农作物

的生产被迫中断!州际间陆路交通大
面积瘫痪!导致食品和日用品物价飞
涨%

',#$

月份!包括首都阿布贾在内
的
&"

个州物价飙升!特别是当地主要
食物如土豆' 木薯和稻米等涨幅近
!$$-

%

+

月以来!首都阿布贾闹&油荒$

已成常态% 偶有加油站开张!排队等
待加油的车辆绵延数公里% 首都以外
地区加油站价格失控! 油价成倍增
长!民众怨声载道%

#$

月初!尼总统乔纳森到受灾严
重的州进行视察与慰问!并责成政府
成立了国家减灾和恢复委员会!筹集
资金帮助灾区民众恢复生活和经济
活动%

!

据人民网
"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

日在与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争议岛屿附近启用
一座海军基地%

这座基地位于海湾水域大通布
岛' 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以北!距
伊朗南部伦格港不远!靠近霍尔木兹
海峡%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

海军司令阿里*法达维的话报道!伊
朗已在基地部署导弹和海军陆战队
部队%

英国军队撤离海湾后!伊朗
#'+#

年取得三座岛屿的控制权%阿联酋同
样宣布对三座岛屿拥有主权!上月在
联合国大会上指认伊朗&侵占$这些
岛屿%

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

内贾德
*

月视察这些岛屿! 引发阿联
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满%

艾哈迈迪*内贾德说! 伊朗打算
以旅游或其他形式开发这些岛屿%革
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

*

日在基地启用仪式上说!希望海军基
地的建立能有助于三岛的经济发展%

!

据南方都市报%

阿拉法特遗体!)日尸检
瑞士调查小组已抵达约旦河西岸

美国军方检察官指控陆军准将
杰弗里*辛克莱性侵犯

%

名女性!包括
*

名下属和一名平民%

这一案件
%

日举行初步听证会%

听证会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
拉格堡陆军基地举行%这里是美军第
)!

空降师驻地%

检方指控辛克莱
!$$+

年至
!$#!

年在伊拉克'阿富汗'德国和其他地方
性侵

%

名女性!包括两名女上尉'一名
女少校和布拉格堡基地一名女性% 作
案地点包括停车场' 他在阿富汗的办

公室'一家宾馆的阳台以及飞机上%

按照检方说法!辛克莱要求这些
女性向他发送裸照和视频-经常以言
语侮辱女性!而且振振有词!&我是将
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检方举例!

辛克莱曾以一名受侵害女性的事业
及其家人的性命相威胁!警告她不要
告发%

辛克莱现年
%$

岁!已婚!参军
!+

年!伞兵出身!曾三次派驻阿富汗'两
次驻伊拉克! 参加过海湾战争% 他
!$#$

年
+

月被任命为分管驻阿富汗第

)!

空降师后勤和支援的副司令!

!$$#

年
'

月抵达阿富汗任职!今年
%

月因涉
嫌性侵调回国!安排担任第

#)

空降军
军长的特别顾问%

如果罪名成立!辛克莱面临的最
重惩罚是开除军籍'终身监禁%然而!

美国军方法院系统中没有最低惩罚
标准或量刑指南!意味着他即便被判
定有罪!可能仍不会受到惩罚% 一些
了解军方司法体系的专家推断!他不
太可能会被判处长时间监禁%

!

据羊城晚报
"

美陆军准将涉性侵*名女性
专家推断其不太可能会被判处长时间监禁

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加重灾情
尼日利亚水灾 !#(万人无家可归

阿联酋称对伊朗实际控制的岛屿拥有主权
伊朗启用海军基地与阿联酋争岛

伊朗海军舰艇停泊在新启用的

海军基地港口内

尼日利亚受灾地区

谢尔久科夫 绍伊古

韩国政府
%

日宣布! 因一批零配件
附有伪造的安全质量证书! 混入

%

台核
电站发电机组!不得已下令关停其中两
台机组%冬季将至!政府警告!韩国所面
临的电力短缺可能&前所未有$%

零部件证书系伪造
全罗南道灵光核电站位于首都首

尔西南大约
&&$

公里%

韩国知识经济部通报! 问题零配
件主要是保险丝' 开关和冷却风扇等
耗材!非核心部件!但出于安全考虑仍
然需更换% 知识经济部长官洪锡禹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两台机组大量使
用那些没有经过认证的零件! 有必要
接受全面安全检查% $

洪锡禹指认
)

家供应商
!$$&

年以
来伪造

"$

份证书! 涉及
!&*

种' 大约

++$$

个零配件!合计金额
+%

万美元%

%

台核电机组使用大约
%!$$

个零配件%

洪锡禹说! 检察部门将调查造假
供应商以及国营韩国水力原子能公司
内部是否有同谋% 政府将关停灵光核
电站

!

台机组!更换不合格零配件%

最糟糕或全国大停电
韩国水力原子能公司运营韩国境

内全部
!&

座反应堆! 供应全国
&%-

的
电力%洪锡禹说!两台受影响机组将关
停至明年

#

月!如果届时仍不能恢复运
行!全国储备电量可能&大幅$降至

&$

万千瓦! 比目标储备电量减少三分之
一%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最糟糕的状
况是全国大面积停电! 韩国政府与水
力原子能公司应迅速制定措施! 应对
这一紧急状况% #据新京报%

零配件出问题逼停韩两核电机组
韩全国或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电力供应短缺

韩国水电与核电有限公司总

裁#左%在新闻发布会上鞠躬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