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皮埃尔·亨利·古尔容

6月19日表示， 公司准备向6月1日失事的法航空客

A330客机上遇难者家属支付补偿金，但古尔容认为

这些补偿只是出于对遇难者家属的同情， 而并非该

公司应尽的责任。

古尔容称：“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着手每一位遇难

者的前期补偿事宜，每人约1.75万欧元(约合2.4万美

元)。” ■均据新华社

法航将支付前期补偿

每人2.4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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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5点32分， 美国宇航局

“月球坑观测与感知卫星”(LCROSS)和“月球勘测

轨道器”(LRO)搭乘“阿特拉斯五号”火箭成功发射

升空， 这是美国宇航局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步，它

将开创月球探索的新纪元。

记者19日从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获悉， 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廖永远

与缅甸驻华大使吴登伦代表双

方近日在京正式签署《谅解备

忘录》。

根据谅解备忘录， 中缅原

油管道项目包括起自缅甸马德

岛、 通过缅甸终至中国交付点

的原油管道、 储运设施及其附

属设施， 以及在缅甸马德岛建

设的一个可从超大型油轮卸载

原油的码头和终端及附近建设

的原油储运设施及其他附属设

施。

双方同意由中国石油设计、

建设、运营和管理原油管道项目。

管道的设计能力是2200万吨/年。

9月全面开建

昆明市市政公用局近日组织

召开了昆明市天然气利用规划

宣贯会。在会上，中石油驻滇机

构相关人士对外表示，中缅油气

管道工程将在今年9月全面开

工，通过中缅油气管道输送的缅

甸西海天然气有望在2012年抵

达昆明。

今年3月26日， 中缅签署协

议， 正式敲定中缅管道工程。中

石油内部人士18日向记者表示，

中缅管道是气、 油双线并行，天

然气管道是油气管道的一部分。

目前中石油方面已开始了油气

管道建设的前期工作，此前已派

出工作队到云南。

四大进口通道初步成型

缅甸目前已探明的原油储量

为32亿桶；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

为25400亿立方米， 位居世界第

10，同时在缅甸海岸还陆续发现

有储量极高的天然气田群。

据专家预计， 中缅管道在一

期2000万吨的基础上，二期以后

还将有望引进4000万到6000万

吨的原油， 这一数字大约接近中

国2008年原油总进口量的三分

之一。

2008年，中国进口原油1.79亿

吨， 原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0%。

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 成为近年

来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

目标。经过多年努力，东北、西北、

西南陆上和海上四大油气进口通

道的战略格局已初步成型。

■据第一财经日报、新华社

□分析

破局马六甲海峡

战略意义重大

“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设，首先

是在中国西南地区增加了一条油

气战略大通道， 有利于引进缅甸

丰富的油气资源，缓解西南地区

能源紧张。”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庞

昌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另外， 中缅油气管道的经济

意义同样重要。依照传统运输方

式， 来自中东的原油必须通过马

六甲海峡，运抵湛江等沿海炼厂，

提炼后再运往中国其他地区。如

果选择经中缅管道入境，至少能

减少1200公里路程。

中缅油气管道的最大意义，

还在于战略安全考虑。据海关总

署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的石

油净进口量超过2亿吨，其中原油

进口1.79亿吨。其中超过90%的进

口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尤其是来

自中东和非洲超过80%的进口原

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个最

窄处仅有2.4公里的战略咽喉通

道。

庞昌伟表示， 南中国海地区

一直不平静，东南亚地区国家众

多、形势复杂，中国原油进口过多

依赖马六甲海峡， 安全隐患非常

大。单从绕开马六甲海峡这一点

来说，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的战略

意义就非常重大。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

里·哈梅内伊18日发表讲话。这是伊

朗因总统选举结果争议引发抗议活

动近一周时间来哈梅内伊首次公开

露面表态。

哈梅内伊在讲话中否认这次选

举存在任何舞弊可能， 要求抗议者

停止抗议活动并批评一些国家对伊

朗内政指手画脚。

要求停止抗议

哈梅内伊当天下午在德黑兰大

学面向数万名参加宗教祈祷活动的民

众发表讲话。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

迈迪·内贾德也在现场。

这名年近70岁的伊朗最高领袖

说，抗议活动必须停止，选举中失利

方必须在伊斯兰政权体制内通过合

法渠道表达他们的不满， 街头示威

不是正确方式。

“选举结果来自选票箱，而不是

街头(抗议)，”他说，“今天，伊朗需要

安宁。”

哈梅内伊说， 街头抗议活动不

会迫使政府接受那些落败候选人的

“非法要求”， 否则， 就会造成一种

“错误印象”，即“可以把街头抗议当

作施压工具”，“那将是一种独裁统

治的开始”。

他说， 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力

的政治人物应避免极端主义， 行事

应“非常谨慎”。极端主义一旦上升

到“非常敏感”的水平，就难以受到

控制。

哈梅内伊警告说：“如果发生任

何流血、暴力和骚乱，抗议活动领导

人应直接对此负责。”

捍卫选举结果

哈梅内伊在讲话中称赞这次总

统选举是一次“确定无疑的胜利”，

向全世界展示伊朗式的民主。

他说，如果伊朗人民没有感到自

由，这次选举投票时他们就不会走向

投票站，就不会有如此高的投票率。

伊朗内政部统计结果显示，共

有3910万名选民参加投票， 投票率

为85%。

哈梅内伊说，显示艾哈迈迪·内贾

德赢得连任的官方统计结果无可置

疑，“我国法律体制不允许欺骗行为”。

他反问道，艾哈迈迪·内贾德领

先第二名1100万张选票，“一个人如

何作弊才能赢得1100万张选票的优

势”？

不过，哈梅内伊宣布，他已下令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继续调查穆萨

维等3名落败候选人提出的646项选

举舞弊指控。

批评外国干涉

哈梅内伊最后把矛头指向境外

势力。他说，伊朗的敌人正通过怀疑

选举结果把伊朗伊斯兰政权合法性

作为攻击目标。

“美国官员关于伊朗人权问题

和人们受限制的言论不可接受，因

为在他们在阿富汗、 伊拉克和世界

其他地区干了那些事后， 他们根本

不懂什么叫人权，”他说。

“我们不需要他们在人权问题

上提建议，”哈梅内伊说。

哈梅内伊还指责英国和“伊朗的

外部敌人”试图煽动骚乱。

■据新华社

冒充开发商工作人员， 为数十

人“购买”经适房，涉嫌诈骗购房款

1400余万元的梁静，因涉嫌诈骗罪，

18日在北京市一中院受审。 与梁静

一同受审的， 还有梁的一位朋友刘

涛及梁的男友王乐， 他们分别被指

控犯有诈骗罪和掩饰、 隐瞒犯罪所

得罪。

检方：被告涉案49套房屋

检方指控，2006年至2008年期

间，梁静假冒开发商工作人员，先后

与受害人签订虚假合同或口头协

议， 骗取数十名受害人购房款1400

余万元，涉及房屋49套。

被告人刘涛，在梁静的指使下，

多次冒充开发商工作人员， 为梁静

诈骗提供帮助。

梁静的男友王乐被指控：去年4

月， 明知梁静已因涉嫌犯罪被公安

机关羁押， 仍将梁静使用赃款购买

的萨博、宝马汽车进行转移，并提走

赃款人民币4万元。

检方认为，梁静和刘涛的行为，

涉嫌诈骗，应以诈骗罪追究刑责，王

乐则涉嫌犯有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罪。

被告：钱大多在中间人手里

梁静承认检方诈骗的指控，说

和受害人签订的合同， 是她私刻天

鸿集团的章后盖上的， 但骗来的大

部分钱都在中间人的手里。

梁静的律师认为， 众多的受害

者均办理了入住手续， 不是梁静个

人能力所达到的， 天鸿集团工作人

员肯定有审查不严的责任， 所以对

梁静应该从轻判刑。

此案未当庭宣判。

□ 追问

为什么受害者众多？

受害者：看到了办成的入住手续

据检方提供的材料显示，2006

年，有朋友托梁静购买经适房。收了

钱后，梁静帮朋友“买”到了房子，并

办理了入住手续。于是，数十名受害

者看到办成的入住手续， 纷纷拿出

钱来找梁静帮忙购房。

对于受害人如何办理入住手

续，梁静在法庭上解释说，她认识开

发商二手房负责人汪某， 每次办理

入住手续时， 汪某就给物业公司打

电话，受害者就能办理相关手续。

为什么能办入住手续？

证人证言：领导“打招呼”即能办

汪某在给检方提供的证词中，

虽未正面针对梁静的供词，但他说，

小区里确实有一些关系房， 可以在

入住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先行入住。

而小区物业公司在证词中说，

物业之所以给受害人办理入住手

续，是因为有上级领导“打招呼”，但

小区物业没有具体指出哪名领导

“打招呼”。

案件材料显示， 梁静卖的经适

房，当时还没有正式销售。

□个案

受害者不认为被骗

刚某， 是梁静案起诉书中的受

害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是

正常的购买，并没有被骗。刚某说，

2007年， 有朋友说梁静可以买回龙

观的经适房。

刚某开始不相信， 但看到朋友

已经入住的回龙观龙跃苑房子后，

刚某立即同意并购买一套。 随后她

还帮助朋友购买了4套房，并先后在

小区物业公司办理了入住手续。

“如果先买的人没有入住， 我们

肯定不会买的！”刚某说，在梁静的安

排下，她和朋友不但在物业公司领了

全套的钥匙，还领了电暖器，物业人

员还领着他们验了房。 但入住不久，

她和其他受害人的房子一起被查封。

原来，2008年，开发商工作人员

到小区， 发现未销售的房已经有人

居住，立即报警，随后梁静被警方控

制。 ■据京华时报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政府日前决定，取消由知

名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俄罗斯之塔”建造计划，理由

是建造成本太高。由此，原本有望与英国金丝雀码

头相媲美的莫斯科市新地标沦为金融危机的最新

牺牲品。可能会在原址上建一个街心公园或者可容

纳3000个车位的停车场。

记者从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办公室获悉，

国家有关部门18日下午召见“谷歌中国” 网站

(google.cn)负责人，对“谷歌中国”网站大量传播淫

秽色情内容进行执法谈话，宣布对“谷歌中国”网站

的处罚措施，暂停该网站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

词搜索业务，并责令其立即进行整改，彻底清理淫

秽色情和低俗内容。

台湾当局“监察院”19日公布最新一期公职人

员财产申报资料专刊，多位“立委”身价逾亿元。

“立委”张庆忠申报土地约130笔、4笔建物、存款约

1亿4600万元、有价证券约2亿1100万元、珠宝艺品古

董等财产约900万元、债权约6亿420万元、事业投资约

7650万元，身价逾10亿元，还有多位“立委”身价逾亿元。

中缅油气管道9月全面开建

破解马六甲瓶颈，中东原油入境减少1200公里路程

四大进口通道初步成型，能源供应实现多元化

美国发射一箭双星探月

启动重返月球计划

“谷歌中国”

被暂停境外网页搜索

台湾多位“立委”身价逾亿

金融危机“刮倒”俄最高楼

假冒开发商工作人员，抢在经适房正式销售前卖掉

26岁女孩盗卖49套经适房

诈骗购房款1400万 不少受害者还正式入住，不认为自己被骗

伊朗最高领袖就选举争端首次公开表态：

一次“确定无疑的胜利”选举

并警告：如果发生任何流血、暴力和骚乱，抗议活动领导人

应直接负责

6月19日，伊朗最高领袖呼吁人民保持团结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