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 国际新闻

责编

严蓉晖

2018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E—mail:aqwbss@126.com

依法“继续工作”
国际刑事法院无惧美国制裁威胁
新华社 9 月 13 日电 国际刑事
法 院 11 日 声 明 ，将 依 法“ 继 续 工
作”
，不惧美国方面就阿富汗战争所
涉罪行调查发出制裁威胁。

“不惧阻吓”
国际刑事法院当天在一份声明
中说：
“ 作为一家法院，国际刑事法
院将依照法治的原则和首要理念继
续工作，不惧阻吓。
”
这份声明旨在回应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前一天
撂下的狠话。后者声称，
国际刑事法
院如果开始调查美国在阿富汗所涉战
争罪，
美方将制裁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国际刑事法院根据联合国《罗
马规约》于 2002 年 7 月在荷兰海牙
设立，负责审理国家、检举人和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委托审理的案件，有
权就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
和侵略罪指控作出审判，只追究个
人刑事责任。
美国政府没有批准《罗马规约》，
时任共和党籍总统乔治·W·布什
2002年宣称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
苏达去年 11 月要求法院调查阿富
汗武装冲突中可能存在的战争罪
行。一份长 181 页的申请书写道，
“所获情报提供合理依据，
认定美国
军队和中央情报局成员在阿富汗等
地对冲突相关的在押人员施以折
磨、虐待、暴行、强奸与性暴力，
尤其
在 2003 年至 2004 年。
”
按照博尔顿的说法，
如果美方人
员受战争罪调查，
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考虑禁止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
察官入境，
冻结他们在美资产并在美
国法院起诉他们。博尔顿还威胁制
裁协助调查的其他国家或个人。

后援强大
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监督机构，
《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亮出“后援
团”，说国际刑事法院得到 123 个成
员以及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
团体“强力合作与支持”
。
多个大国声援国际刑事法院。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阿涅丝·范德米
尔发布声明，说国际刑事法院必须

能够不受阻碍、独立公正地行使权
力。
“法国和其他欧洲伙伴支持国际
刑事法院，同它合作并从资金方面
予以支持。
”
德 国 外 交 部 在 社 交 媒 体“ 推
特”的账户说：
“ 我们承诺支持国际
刑事法院的工作，尤其在它遭受攻
击时。”
博尔顿 10 日指认国际刑事法
院对美国和以色列等盟友是“彻底
的威胁”
，称任何针对美国军人的调
查“毫无事实根据且不正当”。
美联社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去年
11月至今年1月底共收到来自阿富汗
的170万项战争罪指认。阿富汗人权
委员会主席西马·萨马尔说：
“伸张正
义有助于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
”
设在阿首都喀布尔的“过渡司
法协调小组”帮助不少人向国际刑
事法院申诉。这一法律团体的成员
伊赫桑·卡内认为，
一些反政府武装
人员被抓获后遭到虐待，获释后加
入塔利班组织，更多是为复仇而不
是出于意识形态。
卡内说：
“如果他们觉得获得公
道，
或许会停止战斗。
”

德国社民党表示

不会同意德国
武力干涉叙利亚
新华社柏林 9 月 13 日电 德国
联盟党的执政盟友社会民主党主席纳
勒斯 12 日在德国联邦议院说，没有
联合国授权，社民党将不会同意德国
对叙利亚进行任何形式的武力干涉。
德国联邦议院当天就政府预算
进行一般性辩论。在纳勒斯发言之
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讲话中说，
如果叙利亚出现化学武器袭击，德
国不能坐视不管，不能简单地拒绝
武力干涉。
据德国 《图片报》 10 日报道，
美国向德国施压，要求德国参与对
叙武力干涉，并提出了作战方案。
德国国防部和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
说，德国正与美国等盟友就此事进
行沟通。德国是否参与武力干涉叙
利亚战事成为德国的舆论焦点。
纳勒斯此前曾表示，社民党无
论是在政府还是在议会都不会同意
对叙进行武力干涉。德国外长、社
民党人马斯 12 日也说，德国将自主
而非受迫作出决定，现在的主要任
务是避免叙利亚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德国法律规定，对外使用武力
必须得到联邦议院多数议员的同意。

韩国说
津巴布韦首都霍乱疫情
致 21 人死亡
9 月 12 日，在津巴布韦首都
哈拉雷的一家医院，霍乱患者接
受治疗。津巴布韦卫生部 12 日
发表声明说，截至当天上午，津
首都哈拉雷的霍乱疫情已导致
21 人死亡、超过 3000 人入院治
疗。津警方当天宣布在哈拉雷暂
时禁止公众集会，以防止疫情蔓
延。
新华社发

中东呼吸综合征来袭
新华社9月13日电 韩国卫生部
门 11 日说，一名韩国公民确诊患中
东呼吸综合征(MERS)后，卫生部门
正在寻找与这名患者有过接触的大约
50 名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大多没有
韩国手机号，找到他们并非易事。

紧急寻人
韩国疾病防控主管部门疾病管理
本部11日说，大约50名外国人与确诊
男子有过接触，其中一些人7日与确诊
男子一起搭乘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
拜飞往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航班。
疾病管理本部说，鉴于这些外
国人大多没有韩国手机号，要找到
他们并不容易。卫生部门正在通过
调取监控录像、向当地酒店等住宿

韩急寻 50 名外国“高危者”

机构询问等方式，希望找到他们接
受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检测。
确诊男子现年 61 岁，身份没有
公布。他8月16日至9月6日在中东
国家科威特商务旅行，7日在迪拜转
机返回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潜伏
期为2至14天。按韩国媒体的说法，
患者出现症状一天前即有传染性。
疾病管理本部证实，确诊男子
在科威特期间已出现中东呼吸综合
征的主要症状腹泻，这意味着他在
搭乘返回韩国的客机前已具有传染
性，同航班座位离他近的乘客属于
可能受感染的“高危人群”。

知情不报？
首尔市长朴元淳 11 日接受媒体

记者采访时暗示，确诊男子返回韩
国前已知道自己患有中东呼吸综合
征，在明知自己可能传染他人的情
况下仍搭乘出租车前往医院就医。
朴元淳说，确诊男子提前告诉
妻子戴口罩前往机场与他见面。下飞
机后，他选择乘出租车前去就医，妻
子驾驶另一辆车从机场前往医院。
首尔市政府同时发现，确诊男子
在科威特期间就出现腹泻症状，一天
内两次就医。因身体虚弱无法乘机，
他推迟了原定4日返回韩国的行程。
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21 名
与确诊男子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正在
家中隔离。另有大约 440 人因与患
者有过间接接触接受监测。
这是韩国时隔 3 年再次出现中
东呼吸综合征疫情。

韩朝正就军事领域合作
展开磋商
新华社首尔 9 月 13 日电 韩国
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
溶 13 日表示，为从根本上消除可
能导致韩朝双方军事冲突的危险因
素，提升军事互信水平，韩朝正就
在军事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进行协商
并制定方案。
郑 义 溶 在 当 天 举 行 的 “2018
年首尔安保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
说，缓解韩朝间的军事紧张是朝鲜
半岛实现无核化的基本前提，也为
实现无核化提供良好氛围。他介绍
说，韩朝双方正在就禁止陆、海、
空领域敌对行为，防止偶发性武装
冲突，以及在朝鲜半岛以西海域划
定和平水域等问题展开具体磋商。
郑义溶说，南北双方此前已就
共同推进板门店非军事区内互相试撤
岗哨、解除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内武
装、共同挖掘朝鲜战争战士遗骸等军
事领域合作达成共识。同时，通过将
于本月 14 日在朝鲜开城投入运转的
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韩朝双方也将
建立政府间的长效沟通机制。
对于即将于 18 日至 20 日在朝
鲜平壤举行的韩朝首脑会晤，郑义
溶表示，届时双方将就半岛无核化
方案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的讨论。
“2018 年首尔安保对话”12 日
至14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来自48个
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欧盟等4个
国际机构的代表出席。除朝核问题
外，与会代表还将就海洋、网络、能
源等领域安全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