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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国际联合调查团成立
要求能够立即安全进入现场
基辅消息：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
20 日在基辅发表声明说， 马航 MH17 坠毁
客机国际联合调查团已经成立，成员包括荷
兰、马来西亚、英国空难调查处和美国国家
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廖中莱说，乌克兰政府已经通知国际联
合调查团，坠机现场完全处于乌民间武装组

织控制之下，乌政府无法在坠机现场为调查
团建立安全走廊，也无法保证调查团在坠机
现场及其周围地区的安全。
廖中莱说，有报告称，坠机现场及周围地
区由多个乌民间武装组织控制， 他们没有明
确的领导人或指挥系统， 这为调查工作的展
开增加了难度。目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

唯一设法短暂进入了坠机现场的国际组织。
他还说，马方对国际调查人员被阻止进
入坠机现场表示“深切关注”，认为当务之急
是，让国际调查人员及搜救人员充分和无障
碍地进入坠机现场。
廖中莱同时表示， 鉴于有报道称乌民间
武装组织已经获得黑匣子， 马方要求这些重

朝鲜或大规模演习登陆
新华社电

要的证据不被篡改并交到国际团队手中。 此
外，马方还对坠机现场的“不可侵犯性”遭到
“严重影响”表示关注，要求能够立即进入坠
机现场，并保证官员和国际团队成员的安全。
马来西亚一个处理 MH17 坠机事件的
团队 19 日抵达基辅。 这个团队包括搜救人
员，以及鉴定、技术和医务专家。

现场 >>>

首批专家
进入现场
荷 兰 专 家 团 队 21 日 首 次 抵 达 马 航
MH17 空难现场附近， 着手检查遇难者遗
体。
这支由荷兰尸检专家组成的团队 21
日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乌观察员陪同
下抵达距坠机现场不远的乌克兰托列兹市
火车站。 随后，专家团队来到乌克兰顿涅茨
克州赫拉博韦村附近视察马航 MH17 航
班坠毁现场。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说，当务之急是把
遗体运往乌克兰政府控制的区域。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 21 日说，“鉴于
荷兰损失最重，”亚采纽克说，“我们准备让
荷兰担负国际调查的协调工作。 ”

乌战机曾接近马航客机
俄称从未向乌克兰民间武装提供“山毛榉”
里。 他说，“苏 -25”战机只能在“很短的时
间内”维持在 1 万米的高度。
“这架军用飞机沿着一条民用航线，与
一架客机同时飞行，并在相同的飞行高度，
它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希望知道这
个问题的答案。 ”
卡尔塔波洛夫说， 在马航客机坠毁当
天， 俄罗斯国防部检测到乌克兰用于导弹
系统的雷达站有异常活动。
“从 7 月 17 日开始，乌克兰雷达站的
活动强度达到最大值，”他说。
他表示， 既然美国声称乌克兰东部民
间武装发射了一枚导弹， 它就应该公布能

够支持这一说法的“卫星图像”。他说，“
（国
际社会）没有人见过这些图像”。
卡尔塔波洛夫还说， 俄罗斯从未向乌
克兰民间武装提供“山毛榉”防空导弹，也
没有提供其他任何武器及设备。
马航 MH17 航班 17 日在靠近俄罗斯
边界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坠毁， 机上乘客和
机组成员共 298 人全部遇难。 飞机坠毁地
点处于乌民间武装控制之下。
虽然飞机坠毁原因尚未确定， 但不少
西方国家暗示飞机由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
用“山毛榉”防空导弹击落，这一武器由俄
罗斯提供。

普京与四国领导人通话

调查结束前应避免
发表政治化声明
俄罗斯总统普京 20 日分别与英国、澳
大利亚、荷兰和德国领导人通电话，表示俄
方愿为马航 MH17 客机空难调查提供必
要帮助， 强调在调查结束前应避免发表政
治化声明。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 普京在与英
国首相卡梅伦通电话时说， 俄方希望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对马航空难所有情况组织并
进行仔细的国际调查， 俄方愿意继续提供
必要帮助。
普京说，在对空难调查结束前，重要的
是要克制做出任何仓促的结论和发表政治
化声明。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加沙经历“最血腥”一日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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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邮报》21 日报道，泰国
正逐步推行外国劳工登记政策， 要求主要渔业地
区登记并上报全部外国劳工。
代总理巴育·占奥差说：“我们已经设立一些
（外国劳工登记）中心，将和一些相关机构合作，一
同负责（登记事宜）。 ”
外国劳工登记政策正逐步推行至泰国每个
府。 沙没沙空府府尹阿铁·汶亚索巴 20 日要求辖
区内向外国劳工出租房屋的房主 24 小时内登记
并上报全部承租人名单。
一名消息人士说， 如果 24 小时内没有上报，
将受到每间出租屋至多 800 泰铢 （约合 25 美元）
的罚款。如果向非法移民劳工出租房屋，将面临最
高 5 年监禁和 5 万泰铢（1550 美元）罚款。
阿铁说， 这个邻近首都曼谷的府共有合法外
国劳工 39 万人，而未登记劳工人数约为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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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冲突 20
日进入白热化状态，一天之内造成 100 多名
巴勒斯坦人丧生，13 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这是以军 17 日对加沙发起地面进攻以
来伤亡最惨重一天， 也是 5 年来加沙经历的
“
最血腥”一天。 以军阵亡人数至此上升至 18
人。 另有两名以色列平民死于加沙武装人员
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 21 日说， 部署在加沙边
境的以军当天阻击了两批从加沙秘密地道潜
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打死 10 人。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21 日上午，共两批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通过秘密地道从加沙潜
入以色列，一批被以色列飞机发动的空袭击
中，另一批遭到以军地面部队阻击。 以军阻

泰国逐步登记外国劳工

岩国或成东亚
最大美军基地

右图：21日,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的代表和医疗专家视察马航 MH17航
班坠毁现场
新华社发

俄罗斯国防部 21 日说，俄罗斯监控设
备显示，乌克兰空军一架“苏 -25”战机曾
在马航 MH17 客机坠毁前接近客机。
俄罗斯空军伊戈尔·马库舍夫中将在
记者吹风会上说：“俄罗斯空域控制系统发
现乌克兰空军一架飞机， 应该是一架‘苏
-25’（战斗机），朝着马航波音客机的飞行
方向紧急起飞。 ”
“这架‘苏 -25’战机离波音客机的距
离是 3 到 5 公里，”他说。
一同出席记者吹风会的安德烈·卡尔
塔波洛夫中将说， 马航客机当时的航行线
路向北偏离航线， 最多偏离距离为 14 公

韩国政府官员 21 日说， 朝鲜可能
正在准备大规模登陆演习， 作为对韩国与美国下
月举行“乙支自由卫士”年度联合军演的回应。
韩国联合通讯社以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官员
为消息源报道，3 周前发现朝鲜在西部港口城市
南浦一带做演习准备， 朝方已把一些武器和其他
军事装备调动至那里。
这名官员说，朝鲜陆、海、空都将参加这场“国
家级”演习。这场演习可能是朝鲜近段时间持续试
射导弹、火箭弹的原因之一。

击共造成 10 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死亡。
据悉， 巴武装人员向以军发射了反坦
克导弹，但并没有以军士兵伤亡的报道。
随后， 以军提醒边境附近的居民尽量
待在室内，并锁紧门窗。边境附近多条公路
被临时封锁。
以色列“护刃行动”21 日进入第 14
天。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证实，至少有 530 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3200 多人受伤。 以方则
证实，冲突造成 18 名以色列士兵及两名以
色列平民丧生。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有关各方代表正
在埃及首都开罗为达成停火协议进行磋
商，但尚未取得任何进展。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 美国国务卿克里计划于本周访问巴
以地区，为双方实现停火进行斡旋。

日本共同社 20 日报道， 位于日本
山口县的岩国基地今后数年将成为美国在东亚地
区最大的军事基地。
根据两国政府 2006 年签署的《驻日美军整编
计划》，驻日美军将调整驻防地，岩国基地重要性
将会提高。山口县位于日本本州岛最西端，形如半
岛， 是连接本州岛与朝鲜半岛乃至中国的交通要
冲，岩国基地则位于面向濑户内海的三角洲。
美国海军陆战队冲绳县普天间航空基地的
15 架 KC—130 型加油机 15 日开始移驻岩国基
地，预计 8 月底前全部抵达。美国已经表示将向岩
国基地部署 F—35 隐身战斗机；MV—22“鱼鹰”
式垂直起降运输机也将以岩国基地作为冲绳飞往
日本本土的中转站。 此外，59 架美军航空母舰舰
载机计划 2017 年左右转移至此。
岩国基地功能强化进程日益加速， 引发当地
民众抗议。 一名附近的女性居民说：“噪音问题将
使年轻人离开，治安令人担忧。 居民被人无视，只
有基地在不断扩大。 ”

乌克兰东部再燃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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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 21 日
燃起战火。 民间武装方面说，政府军发起攻击，试
图攻入城中，驱离民间武装人员。
位于顿涅茨克城边的火车站所在区域当天遭
到炮击。顿涅茨克市政当局在网站上发布警告称，
火车站周边为危险区域，交通中断，居民应留在室
内。 同时，一座 9 层房屋在炮击中受损。
位于火车站不远处的顿涅茨克机场附近也发
生交火。自今年 5 月以来，机场一直处于政府军控
制之下。
顿涅茨克当地卫生部门说， 火车站和机场附
近的交火致使 3 人死亡。
21 日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下令政
府军在坠机地点周边范围内停火。

南非男童
遭被劫汽车拖死
新华社电

21日,在加沙城,一户巴勒斯坦人家通过窗户观望救援人员的搜救行动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出让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2014]03号

经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武汉经 文件、提交书面申请。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4年 8月 20日 17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土地
时整。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的,我局将在 2014年 8月 20日 17时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民服务中心 C301会议室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4年
8月 11日 9时整至 2014年 8月 21日 10时整。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除法律、行政法规和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本地块挂牌文件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联系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民服务中心 C313室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联系电话：027-84897175
定竞得人。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以挂牌文件为
准。申请人可于 2014年 7月 25日 至 2014年 8月 20日 17
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时整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民服务中心 C313室获取挂牌
2014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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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一名 4 岁男童乘坐的轿车被
劫，男童没来得及挣脱安全带，被疾驰而去的轿车
拖死。
“
妈妈救我！ ”这是男童泰格林对母亲钱特尔·莫
里斯的最后呼唤。 莫里斯驾驶的小汽车被劫匪开走。
她的儿子未能及时挣脱安全带，无助地挂在车外。
莫里斯 19 日晚把一对儿女放入自己的车中。
车当时停在他们祖母位于约翰内斯堡以东博克斯
堡的住所外。 这时，3 名劫匪把枪指向她的头。
泰格林的 8 岁姐姐爬到车外。 莫里斯试图给
泰格林解开安全带，然而他的脚被卡住。劫匪踩下
油门，泰格林脱离莫里斯的双手。
莫里斯和目击者追赶驶去的汽车并大喊停
车， 但车没有停。 汽车后来停在 4 公里以外的地
方，旁边是泰格林遍体鳞伤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