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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打造“外宣航母”
解散俄新社組新通訊社
俄羅斯的國家政策和
社會生活。

爭議主持人擔綱

解散俄新社
組建“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
普京總統令
◆ 解散俄新社和“俄羅斯之聲”廣播電臺，
所有資產併入新的“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3
個月內完成執行；
◆ 撤銷俄羅斯圖書局，其資產移交俄通社—
塔斯社；
◆ 《俄羅斯報》兼併《祖國》雜誌並進行改組；
◆ 撤銷俄羅斯國家廣播電視基金會，資產併
入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
據新華社電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 9 日
下令，解散知名通訊社俄新社和“俄羅斯之聲”廣
播電臺，在這兩家主要國有媒體的基礎上組建新的
“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專注向海外報道

根據普京簽署的
總統令《關於提高國
有媒體效率的一些措
施》，俄羅斯將成立
“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撤銷俄新社和
“俄羅斯之聲”，所有資產併入這家新的聯邦單一
制國有企業。總統令當天生效，聯邦政府必須在 3
個月內完成執行。
新成立的“今日俄羅斯”通訊社有別於“今日
俄羅斯”電視臺，後者是得到俄聯邦政府資助的英語
新聞頻道，縮寫為RT，今後兩者將各自獨立運營。
根據總統令，俄羅斯著名記者和電視節目主持
人、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副總經理德米特裏· 基
謝廖夫將出任“今日俄羅斯”通訊社總經理。基謝
廖夫主持風格鮮明，就國內和國際事務常有驚人之
語，引發爭議，以公開反對同性戀、批評美國和俄
國內反對派著稱。
政治分析師帕維爾說，普京重組國有媒體，大
概是克里姆林宮與反對派、西方國家輿論陣地爭奪
戰的結果，是俄羅斯保守派的勝利，預計俄羅斯國

以總理稱伊核談判中

應將軍事打擊作施壓手段
綜合報導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強有力的制裁和不放棄將
軍事打擊作為威脅是外交途徑解決伊核問題的保障。
內塔尼亞胡就美國總統奧巴馬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伊朗核問題的
選擇做出回應，稱“保證外交手段的成功，則必須以有力的制裁和可信
的軍事威脅作為手段”。
“外交手段好過軍事手段，但是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強有力的制裁
對於外交手段的成功非常必要，因為這將帶來壓力”，在出席一個華盛
頓智庫主辦的論壇時內塔尼亞胡這樣表示。
“必須採取措施以阻止可能損害制裁的行為，因為最終這些制裁將
會成為迫使伊朗解除其核軍用設施的壓力”，內塔尼亞胡這樣強調，“我
們絕不能斷言認為，更多更嚴厲的制裁將不會帶來一個更好的協議。”
此外，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該論壇時警告稱以色列的“理想化”的
伊核協議是不現實的，並稱國際社會成功與伊朗達成最終核協議的可能
性為 50%，或者更低。
近期伊朗與伊核問題六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
德國）達成階段性協議後，國際社會普遍對這一進展表示了謹慎的
歡迎和肯定。但與此同時，美國傳統盟友以色列則一直對該協議持
明確的批評態度，並且矛頭直指美國，導致雙方圍繞伊核問題的重
大分歧逐步公開化。

烏克蘭調查奪權行為
反對派要求兩天內解散政府
綜合報導 綜合俄羅斯媒體報道，烏克蘭安全局稱：“法庭審理前
調查登記表列入了個別政治家實施旨在奪取國家權力的非法行為的
資訊。這是安全局偵察總局調查的刑事罪。”
同日，烏克蘭祖國聯盟黨議員謝爾蓋· 帕申斯基發表聲明說，如果
總統亞努科維奇在 48 小時內不責令阿扎羅夫政府辭職，反對派打算包圍
總統郊外宮邸。
除了政府辭職外，帕申斯基還要求逮捕內務部長扎哈爾琴科。反對
派認為扎哈爾琴科應該對 11 月 30 日特種部隊驅趕民眾事件負責。
基輔獨立廣場當天舉行反對派發起的集會，與會者要求總統和政府
下臺，並釋放騷亂期間被捕的人士。反對派聲稱近 100 萬人參加這次活
動。
烏克蘭執政黨地區黨則堅決回應說，反對派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總統
大選前，盡一切可能詆毀總統和政府，地區黨將對這些違法行為堅決說
“不”。
此外，在獄中服刑的前總理季莫申科呼籲烏克蘭人在全國範圍
內繼續舉行抗議，並且不要與當局進行談判，直至宣佈提前議會和
總統選舉。
烏克蘭地區黨議員維達利· 戈魯舍夫斯基認為，季莫申科發表的上
述聲明是在呼籲人民搞政變，製造糾紛、騷亂和混亂。

有媒體今後將對西方“更強硬”。

資源，以應對網路上越來越多的批評聲；二是主動
出擊，塑造和改善俄羅斯的國際形象。

俄新社：從新聞中知悉
一名俄新社員工稱，撤銷俄新社的消息令他們
震驚。俄新社總裁西蒙尼揚告訴一家國內新聞網站，
她只是從新聞中看到普京的總統令。

改組目的
用最現代的語言和最先進的技術“讓最多人了
解俄羅斯”
據新華社電 普京要求俄聯邦政府在一個月內實
施成立“今日俄羅斯”通訊社的必要措施，同時研究
把“今日俄羅斯”通訊社列入國家戰略企業名單。
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主任謝爾蓋· 伊萬諾夫說，
把俄新社和“俄羅斯之聲”合二為一，第一個目的
是讓國有媒體“更合理”地使用預算；第二個目的
是提高國有媒體的效率，更有效地向世界傳遞克里
姆林宮的政治資訊。
這名普京的幕僚長承認：“我們在這方面有一
定的成績，同時存在某些困難。”他說，克里姆林
宮相信能夠克服這些困難，“應該說實話，讓最多
數的人了解俄羅斯，為此，需要使用現代化的語言
和最先進的技術”。
分析師說，克里姆林宮此舉一是整合國有媒體

新聞背景
外宣不斷加強總統境外發聲
據新華社電 俄新社前身為創建於 1941 年 6 月
24 日、即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兩天后的蘇聯新聞社。
俄新社現在 45 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社，用 14 種語
言發稿，是俄羅斯提供資訊時效性強、高水準的權
威新聞媒體之一。
“俄羅斯之聲”成立於 1929 年，是俄羅斯開
播歷史最久的廣播電臺。兩大媒體合二為一，堪
稱 普 京 2000 年 執 政 以 來 對 國 有 媒 體 最 大 的 一 次
手術。
近年來，俄羅斯不斷加強對外宣傳力度。例
如，組建“今日俄羅斯”電視臺並實現成功運
營 ， 包括在美國登陸且獲得不錯的市場份額；
俄新網、“俄羅斯之聲”、“透視俄羅斯”等多
家外宣網站登錄中國微博客。
前後兩任總統德米特裏· 梅德韋傑夫和普京
分別在英國《金融時報》、美國《紐約時報》
等西方主流媒體發表文章，就俄羅斯與喬治亞
衝突、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等國際問題闡述俄
方立場。

俄國家杜馬呼籲
烏克蘭和平解決國內問題
綜合報導 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一項
關於烏克蘭局勢的特別聲明，呼籲各方為
了烏克蘭人民的利益，和平解決目前的國
內問題。
聲明說，近日來烏克蘭境內發生的非
法集會、包圍國家機構、損毀歷史紀念碑
等行為威脅國家穩定，給烏克蘭帶來嚴重
的經濟和政治後果。尤其令人擔心的是，
一些西方政治家在反對派集會上公開反對
烏克蘭合法政府的決定，這激化了政治局
勢，是對烏內政的干涉。
聲明強調，烏克蘭的地緣政治選擇是
烏克蘭的主權和內部事務。聲明呼籲西方
停止對烏克蘭政治施加外部壓力。
聲明說，“烏克蘭是俄羅斯的戰略夥
伴。兩國人民有長達數個世紀的社會經濟
政治和文化聯繫，俄羅斯樂見烏克蘭繁榮
和強大。”聲明還呼籲烏克蘭反對派停止
非法行動，嚴格按照國家法律解決目前的
所有問題。
據俄塔社報道，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

奇與三位前總統在首都基輔參加了圓桌
會議，商討如何解決國內政治危機。亞
努科維奇在會議上承諾當日將釋放一部
分被捕的抗議人員，並表示希望“這不
愉快的一頁儘快翻過去”。
談到與俄羅斯和歐盟的關係，
亞努科維奇說，在維護本國利益的
同時，烏克蘭並不需要將烏俄關係
和烏歐關係對立起來。他強調，烏
克蘭需要恢復與俄羅斯的正常貿易關
係，同時烏克蘭也不會改變與歐洲實
現一體化的方針。
亞努科維奇表示，烏克蘭將在 2014 年
3 月烏歐峰會之前確定與歐盟簽署聯繫國
協定的條件。他強調，烏克蘭將繼續與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合作談判，但不會接
受對國家不利的貸款條件。
烏克蘭前總統克拉伕丘克會後表示，
獨立廣場的示威並不能解決烏克蘭政權問
題，這個問題只能由最高拉達（議會）或
者烏克蘭人民決定，這是憲法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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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努科維奇當日與美國副總統拜登通
電話，商討烏克蘭國內政治局勢，還會見
了來訪的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
什頓。
烏克蘭首都基輔獨立廣場的抗議集會
有所平息。分析人士指出，烏克蘭反對派
可能將參加由政府代表、民眾代表和反對
派代表三方參加的圓桌會議。
烏克蘭政府決定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
國協定後，烏全國各地出現示威活動，抗
議者反對政府暫停入歐進程、轉而與俄羅
斯加強經貿關係。

綜合報導 巴黎交通管理局近日在網路上公佈 12 條地鐵禮
貌行為規範，包括不要通過耳機大聲放音樂、不要長時間盯
著美女看等。
巴黎交通管理局公佈“現代旅客禮貌手冊”，列舉了 12
條“戒律”，每條還配有草圖說明，以確保民眾文明守禮。
這份禮貌手冊共分為 4 大類，包括樂於助人、禮貌用語、禮貌
行為以及保持文雅。
禮貌手冊中認為，巴黎人必須向那些身穿百慕大襯衫、
一手拿地圖一手撓頭的遊客提供幫助。禮貌手冊中還幽默地
指出，希望大家能花費 2 分鐘時間，幫助無法聽明白站名的遊
客，這是相當值得做的好事。
同時，旅客應為後面的乘客留門、問候司機。旅客也應
該理解月臺上的禁煙標誌並不僅僅是藝術品。
此外，禮貌手冊還建議遊客不要通過耳機大聲放音
樂。要抵制住“誘惑”，不要長時間盯著美女看。不要
因別人踩了你的腳就抓住不放。同時，接打電話應避免
聲音太大，手臂應蓋住腋窩不要令其暴露于車廂中，打
噴嚏時應使用手帕等。最後一條是，地鐵不是隨地大小
便的地方。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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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的資訊,請洽泛亞社區服務中心 770-936-0969
Lee Lo (徐小姐) 分機 143 或 Anna Tam (譚小姐) 分機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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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Shallowford Rd. NE, Atlanta, GA 30341
房屋顧問部門：Alan Weng (翁先生) 分機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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