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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警方破获针对华人作案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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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速递

在法华人需加强安全防范

新华社巴黎 10 月 10 日电 法
国巴黎警方近日破获一个专门针对
华侨华人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从 8
月 19 日至 10 月 2 日共实施了 13 起
针对中国人的暴力抢劫。法国警
方、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及华人组织
提醒在法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意
识。
负责调查案件的巴黎北郊奥贝
维利耶市警察局局长阿努克·富尔
米格 10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警方通过分析作案手法、地点及
时间，9 日上午破获一个由 11 人组
成的犯罪团伙。这 11 名嫌犯年龄
为 17 至 19 岁，均有犯罪前科，已因
涉嫌
“有组织暴力抢劫”
被拘留。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10 日发布
公告说，该犯罪团伙专门盯梢、尾随

从餐馆或从公司回家的中国人至家
门口，伺机实施抢劫。警方在犯罪
团伙住处查获一批赃物，目前正在
对此案进行调查。中国驻法使馆提
醒在法中国公民提高警惕，加强安
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奥贝维利耶是临近巴黎的一个
市，这里有著名的巴黎北郊小商品
批发市场，是新的华人聚居区，时
常发生针对华侨华人的严重暴力犯
罪。2016 年 8 月，在法华侨张朝林
在该市遭歹徒抢劫、殴打，导致重
伤不治。巴黎华侨华人随后举行
“反暴力，要安全”大游行，表达
对法国社会治安恶化，特别是长期
以来针对华侨华人和中国游客的抢
劫暴力犯罪日益加剧的不满。
富尔米格说，该市警方十分重

视保护华侨华人安全，也已取得了
“令人鼓舞的成绩”，去年以来针对
华侨华人的暴力抢劫案数量已显著
下降。但她同时强调，华侨华人安
全形势依然严峻，提醒华侨华人减
少现金流动，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现
金。
富尔米格说，为更好地保护华
侨华人安全，警方目前和该市的华
侨华人协会合作，推广安全防范措
施，招募了华人后备军，方便警方
为前来报案的华侨华人服务。
法国华裔青年协会创始人之一
王瑞表示，十分高兴警方抓获了这
一犯罪团伙，但问题是这一团伙被
抓捕后，可能在三四个月后又会冒
出 其 他 团 伙 ，“ 这 是 我 们 最 害 怕
的”。他介绍，去年以来听闻的抢

劫案数量确实略有下降，但是身边
仍有亲戚朋友遭遇抢劫，“这一现
象并未被彻底消除”
。
他充分肯定警方取得的成绩，
但指出，由于当地警力不足，监控
手段缺乏，不少犯罪嫌疑人因未成
年无法判刑等原因，当地治安状况
仍然堪忧。
王瑞说，目前华侨华人已能更
积极地自主维权，更加主动地和警
察沟通，遇到抢劫及时报案。他认
为，华侨华人应了解法国文化和政
治系统，掌握维权的资源和工具，
形成互帮互助的风气。“这需要长
远的努力。”

热点追踪

中国
向叙利亚援助一批电力设备
新华社大马士革 10 月 10 日
电 中国向叙利亚援助的一批
电力设备 10 日在叙西北港口城
市拉塔基亚举行交接仪式。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临时
代办、政务参赞马旭亮在交接
仪式上说，这批援助物资将为
改善叙利亚人民的生活、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发挥作用。他表
示，中方希望为叙重建进程作
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据悉，本批援助物资包括
电力变压器、电缆等。叙利亚
电力部部长助理尼达勒·格尔

木什说，援助的电力设备对叙
方而言非常重要，将支持叙各
地重建进程。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
来，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多种方
式和渠道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中国商务部分别与世
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等国际机构签署多项合作协
议，用于在叙利亚及其周边国
家实施人道主义项目，为难民
及流离失所者提供卫生、粮食
等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
提出搜寻地外生命新战略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0 月 10 日
电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
学学院 10 日发布了一份“宇宙
生物学战略报告”，建议扩大对
地外生命的搜索范围。
这份 196 页的报告应美国国
会要求撰写，报告认为美航天
局应结合该领域的最新科学进
展，升级寻找地外生命的筛选
标准。
报告称，搜索地外生命的
证据链条应将“不可知论的”
生命信号包括在内，即那些不
与某种特定的新陈代谢或分子
“蓝图”有联系的生命信号，它
们可能不同于我们所知的生命
特征。
目前，搜索以水和氧气为

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
：联合国预算资金使用应更加重视全面绩效管理
10 月 9 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前排中）在第 73 届联大第五委员会常会关于会议组织工作的会议上发言。马朝旭强调，联合国预算
资金使用应该更加重视全面绩效管理。
（新华社发）

生存条件的碳基生命仍是地外
生命搜寻的主流。
报告提出要探测“缺能”
生命或分布稀疏的生命，如无
机化能营养或食岩生命，尤其
要关注行星表面下可能存在的
生命。
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行
星地表下的生命形式可能存在
多样性，火星表面下存在液
体，且表面下有水的行星和卫
星中存在支持生命的地质作用
等。
报告认为，美航天局应加
紧开发太阳系外生命的监测技
术，抑制恒星光芒的干扰，执
行地基和天基直接成像任
务。

瑞士
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训练表演

以扩大开放与世界同行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面对各方疑虑，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宣示掷
地有声。这是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
诺，也为未来中国发展指明方向。
博鳌亚洲论坛，享受着亚洲经
济一体化红利的人们共赴“东方之
约”；夏季达沃斯，全球有识之士
齐聚华夏大地探索“发展秘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播撒全
球；“一带一路”让“地球村”血
脉相连的内核更加名副其实。“五
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
和且平”，通过打造“升级版”开
放窗口，今天的中国持续为全球治
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世界
获得的，不仅是贸易的往来，还有

心灵的沟通；不仅是设施的连接，
更有文明的交融。
这样一个兼济天下、
开放包容的
中国带给世界的是繁荣还是威胁，
是
机遇还是挑战？答案不言自明。
就在近期，一系列利好政策继
续密集出台：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落地、降低 1585 个税目的进口
关税。国庆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
再次部署“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开放
战略”……包括宝马公司在内的许
多外商纷纷表态将加大在华投资。
“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它们的选
择本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红利”的
含金量；它们的选择本就印证了
“中国开放”意味着更多机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

徐行！
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迈向民
族复兴伟业坚定的自主选择，不会
因为任何外部杂音而改变方向，打
乱节奏，止步不前。中国在 40 年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
就，既是鼓舞士气的成绩单，也是
凝聚信心的加油站，更是未来与世
界深度交融互动的广阔平台。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
处一个世界。”面对人类面临的一
系列严峻挑战，最需要做什么？最
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肩负起引领和
促进国际合作的责任，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敞
开胸襟，方能合作共赢，开辟世界

小说《风声》国际版权
法兰克福书展成功发售
场，我擅长的是间谍悬疑类小
说，很幸运我等到了麦家的 《风
声》。”
2014 年，麦家小说 《解密》
推出英文版，成为首部收入“企
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小说。
迄今，《解密》 已被译成法语、德
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等 33 种
语言在海外出版，受到读者和媒
体的广泛好评。
小说 《解密》 的风行让法兰
克福国际书展开始关注“麦家”
这个中国作家的名字。此次书展
除了举办 《风声》 国际版权推广
活动，还邀请麦家参加“世界思
想论坛”。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
麦家创作了 《解密》《暗算》《风
声》《刀尖》 等多部小说，其中
《暗算》 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新华时评

女排世锦赛中国胜美国

文体视点

新华社法兰克福 10 月 10 日
电 中 国 作 家 麦 家 的 小 说 《风
声》 9 日晚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
国际版权发布会，包括英语、意
大利语在内的 5 个语种的版权归
属已确定。
当晚，来自英、美、法 20 多
个国家的近百位出版商踊跃参与
洽谈，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
语、土耳其语和芬兰语 5 个语种
版权尘埃落定，其中英文版权被
曾出版刘慈欣科幻小说 《三体》
的英国宙斯之首出版社购买。此
外，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荷
兰语、希伯来语、罗马尼亚语、
韩语等十余个语种版权也初步达
成意向。
宙斯之首出版总监劳拉·帕
尔默说：“我的同事已经成功用中
国的 《三体》 打造出一个科幻市

未来新前景；同舟共济，方能行动
一致，汇聚勇毅前行的强大动力。
时代的担当，梦想的召唤。中
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国将按照既定部署和节
奏，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
为，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世界
上一切追求进步的国家实现共同发
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繁荣进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10 月 10 日，中国队球员在
比赛中庆祝得分。当日，在日
本大阪举行的 2018 年世界女子

排球锦标赛 F 组比赛中，中国队
以 3 比 0 战胜美国队。
（新华社发）

10 月 10 日，在瑞士迈林根
空军基地附近，瑞士空军飞机
进行飞行表演。迈林根空军基
地是瑞士主要空军基地之一，

位于阿尔卑斯山区。每年秋
末，瑞士空军都会在这里进行
飞行训练表演。
（新华社发）

阿富汗
各类武装冲突致8千多平民死伤
新 华 社 喀 布 尔 10 月 11 日
电 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 10
日在官网发布最新报告说，今
年 1 月至 9 月，阿富汗各类武装
冲突和其他暴力事件共造成包
括妇女、儿童在内的 8050 名平
民死伤，其中死亡 2798 人，受
伤 5252 人。
报告说，各类武装冲突等
造成平民伤亡情况依然严重。
其中，前 9 个月平民死亡人数较
2017 年有所上升，这也是该机
构 2014 年之后的最高同期纪录。
报告说，楠格哈尔省、喀
布尔省、赫尔曼德省以及法里
亚布省是遭受各类冲突影响最
严重地区。尤其在楠格哈尔
省，今年前 9 个月各类武装冲突
共 造 成 1494 名 平 民 死 伤 ， 是

2017 年同期的两倍多。
阿富汗将于今年 10 月 20 日
举行议会选举。报告显示，今
年前 9 个月共有 366 名平民死伤
与针对选举活动的袭击有关。
其中，最严重的两起袭击是 4 月
22 日发生在首都喀布尔和 5 月 6
日发生在霍斯特省选民注册站
的袭击事件。
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当
天同时发表声明呼吁阿富汗冲
突各方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对平
民的伤害。“暴力方式无助于实
现和平，”声明援引该机构负责
人山本忠通的话说，“阿富汗各
方能够而且应该尽最大努力避
免平民伤亡，包括为实现和平
展开切实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