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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联合国申报火箭计划

称发展卫星是其应有权利

将与中美等五国讨论核问题

朝鲜邀请 IAEA

“进门核查”

朝鲜 16 日宣布发射卫星的计划，引

发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激烈反应，认为朝鲜

是计划发展运载核武器的导弹技术。 对

此，朝鲜随后向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电信

联盟申报了“人造卫星‘光明星 3’号”的

发射计划。

据《华盛顿邮报》昨晨报道，联合国国

际原子能机构（IAEA）说，该组织已在 3

月 16 日接获朝鲜邀约访视核设施的信

函。并将与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

共同讨论访问朝鲜的相关细节。

【核查】

IAEA 邀中美等五国共同讨论

朝鲜外务省副外长李勇浩 12 日表

示，朝鲜将在近期内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核查。对此，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已经

收到朝鲜的邀请函。

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围绕访

问朝鲜的相关细节，将与中国、美国、俄罗

斯、韩国、日本共同讨论。

朝鲜在 3 年前宣布把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核查人员驱逐出境。

【声音】

发展卫星技术是其应有权利

19 日，朝鲜副外长李勇浩说，发展卫

星发射技术是该国应有的权利。 他坚称，

发射卫星是朝鲜发展宇航技术的一部分。

李勇浩称，如果其他国家以双重标准

来对待，朝鲜将被迫作出反应。

他还强调，发射卫星和美朝两国先前

签署的、以放弃发展核武器交换援助的框

架协议无关。

【日媒】

火箭将穿越冲绳

“爱国者”导弹待命

据日本共同社昨晨报道，日本政府从

韩国政府获得的消息称，朝鲜此次发射的

卫星将会飞越冲绳县南部。 因此，日本政

府已经要求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启用

导弹拦截系统进行迎击准备。

国际海事机构表明，朝鲜定于日本时

间 4 月 12 日至 16 日之间的上午 7 时至

12 时之间发射卫星。

日本防卫相田中直纪 19 日上午出席

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表示，若卫星飞经

日本领空的可能性增强，将考虑命令自卫

队拦截破坏。

朝鲜向国际海事组织事前通报了发

射轨道等。据悉，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级

将坠落在韩国以西海域； 二三级分离后，

二级将坠落在发射地以南约 3000 公里的

菲律宾以东海域。

日本政府已接到国际海事机构（I-

MO）的通知，称朝鲜已经向该机构正式

通报了发射卫星的具体时间表。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NASA：冰川融化

导致重力图变样

气温升高了

地球“脸歪了”

据英国《每日邮报》昨晨

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最新公布的资料显

示，地球的重力正在随着地球

气温的上升而发生变化。

从 NASA 绘制的全球重

力 3D 模拟图中可以看出，地

球的形状明显发生了扭曲。

NASA 表示，在 1900 年到

2012 年的一百多年里，全球气

温上升了 0.75

℃

。 尽管升高了

不到 1

℃

， 但地球的重力还是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发现】

冰川融化让地球变轻

引力也小了

从 NASA 卫星图片上可

以明显看出，位于格陵兰岛的

冰川面积正在逐渐消失。 而卫

星通过测量出其在轨道飞行

路径的变化，分析得出冰川融

化对地球引力的影响。

NASA 最近的这份报告

是出自“格蕾丝 ”重力测量卫

星的监控结果。 电脑将数据综

合分析后得出“非正常的融冰

正在影响着地球的重力”。

数 据 显 示 ，2005 年 至

2010 年间是全球气温最高的

阶段。而历史上温度最高的 10

个年份发生在过去的 14 年

中。 因此，“格蕾丝”卫星能够

准确监控到地球气温变化和

地球重力变化之间的关系。

格陵兰冰盖约有 2500 亿

吨重， 而这一重量在 2002 年

到 2011 年之间下降迅速。

德国地质研究中心科学

家弗兰克·弗莱彻解释说，格

陵兰冰盖的变化导致地球质

量和引力变化。 而卫星发回的

测量数据表明，气候是引起地

球重力变化的原因之一。

【解读】

北极温度变化最快

自 1850 年开始， 科学家

们就开始在非洲、亚洲和美洲

搜集全球气候变化数据。 而在

全球范围中，北极地区是温度

变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气候监测学家科林·莫里

斯表示，综合过去百年监测到

的数据分析，证明了这一变化

的存在。 从 1900 年开始至今，

全球气温上涨大约 0.75

℃

。 尽

管在个别年份有所误差，但是

气温上升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据《法制晚报》）

NASA 根据重力测量卫

星数据最新绘制的地球重力

变化 3D 图。

NASA1995 年 公 布 的 地

球重力图。

4 人死亡 凶手疑为连续作案

法国总统萨科齐前往处理

法国内政部发言人介绍了案情： 当地时间

19 日上午 8 时许， 也就是第一节课开始前，一

名枪手进入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一所犹太学

校行凶杀人，之后驾驶一辆摩托车逃走。枪手在

行凶过程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枪械。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4 名死者中有三人

是父子关系，其中父亲 30 岁，他的两个孩子分

别只有 3 岁和 6 岁，另一个死难儿童年龄介于 8

岁至 10 岁之间。一名 17 岁少年受重伤。遇害父

亲是学校教师。

一位家长称， 这名枪手在学校里随机选择

受害人。

“枪手在学校门外开枪，当时现场有很多家

长送孩子上学，教师们也在门口迎接。 ”《每日邮

报》 援引来自当地警方的匿名消息源报道说，

“枪手用两种枪械开枪， 沉着准确地开出每一

枪”。

根据枪击现场找到的子弹壳， 行凶武器很

可能是一把 9 毫米口径自动枪械和一把 11.43

毫米口径枪械。

法国内政部长克劳德·盖昂当天说，图卢兹

枪击案与先前两起案件“多处相似”，疑为同一

凶手所为。一名摩托车枪手本月 11 日在图卢兹

一处居民区打死一法国士兵。 4 天后，图卢兹附

近城市蒙托邦再发枪击事件，致两死一伤。

调查人员认为，3 起案件凶手均骑摩托车

作案，使用相同口径枪支，有连环作案可能。 检

方对 3 起案件展开反恐怖主义调查。

图卢兹所属南部 - 比利牛斯大区警察联盟

高层人员卢克·埃斯科达说：“3 起案件凶手体

貌特征相近、作案手法相同、驾驶车辆相似，应

重视这些细节。 凶手熟练用枪且行事冷静。 ”

CNN 报道称，法国拥有全欧洲最大的犹太

人群体，根据法国犹太人组织 CRIF 的数据，去

年，共有 389 起反犹太主义事件上报。 一些犹太

人组织认为，案件针对犹太人，反映一些人的反

犹情绪。

“法国犹太机构代表委员会”南部 - 比利牛

斯大区分部秘书长马克·斯图尔曼说，反犹情绪

最近十年内在法国呈上升趋势。“法国犹太学生

联盟”说，这是法国 50 多年来首起犹太儿童遇

害案件。

“拉宾欧洲大会”19 日声明：“如果有人想

恐吓犹太人，我们不会害怕。 ”这一犹太人组织

说将以“犹太人的方式”回应“野蛮行为”，“建造

更多犹太学校、犹太教堂和其他犹太人机构”。

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当天中午赶到图

卢兹，说这起悲剧震惊全国。他要求教育部组织

所有学校 20 日 11 时默哀一分钟，责成警方“尽

一切努力逮捕凶手”。法国总统竞选活动暂时叫

停。 图卢兹市长皮埃尔·科昂宣布，取消定于 21

日举行的狂欢节庆祝活动，以哀悼遇害者。

“我们已震惊地获知来自法国的消息，我们

相信法国当局会尽全力应对这起案件并将需要

负责任的人绳之于法。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伊

加尔·巴尔摩说。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警员 19 日披露，法国

首都巴黎两间犹太教堂上周末先后收到“恐吓

信”，警方已着手调查，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恐吓

信与图卢兹枪击事件有关联。

警方的罪案测绘师对这名可能背负有多条

人命的连环枪手进行了性格重建： 鉴于所有的

受害者都是少数族裔———犹太人、 黑人或北非

族裔， 尽管未有确凿证据证实这三起枪击案为

同一人所为，警方已开始倾向于这一可能。枪手

可能是一名强悍“独狼”，对少数族裔怀有怨恨。

一起枪击案中有一名女性目击者看到了枪

手，她说：“他面部有刺青。 ”警方表示，闭路电视

显示枪手为中等体型，略显矮胖。 从他行凶的手

法上看，他可能曾接受过军队训练。

图卢兹正在满城搜捕枪手， 枪击案发生后

不到一个小时，多架直升机盘旋在城市上空，城

里的巡逻警力也加强了。

一位法国官员说 ：“我们已向警方下达命

令，对全法国的宗教建筑加强戒备，尤其是那些

犹太学校。 ”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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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入侵 9 周年之际

爆炸频袭伊拉克

至少 43 人死亡

新华社巴格达 3 月 20 日电 （记者

王宏彬）伊拉克内政部 20 日说，当天发生

在伊境内的多起爆炸袭击已经造成至少

43 人死亡，198 人受伤。

伊拉克内政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天，首都巴格达、

南部城市希拉、 什叶派宗教圣城卡尔巴

拉、北部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等地已经发生

10 余起爆炸袭击，已有至少 43 人在袭击

中丧生，另有 198 人受伤。

当天是美军入侵伊拉克 9 周年，也是

伊拉克近一个月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这

些袭击也为即将于本月 29 日在巴格达召

开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蒙上一层

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