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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昨天上午，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7
月26日下午4时左右（北京时间晚9时左右），索马里
首都摩加迪沙半岛皇宫酒店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
袭击，造成多国多名人员伤亡。中国驻索使馆位于
酒店内，正在馆内办公的中国驻索使馆1名负责安
全警卫的工作人员因伤势严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另有3名使馆工作人员受轻伤。

中方对上述恐怖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
责，对中方人员遇难深感悲痛并深表哀悼，对其家
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在此也向所有遇
难人员表示哀悼。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外交部
立即紧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目前使馆工作人员已
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中方已在摩加迪沙和北京分
别向索方提出交涉。索方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全力救治伤者，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确保中国驻索机
构和人员安全。

旧金山设“防尿墙”
会反弹尿液

据外媒昨日报道，由于经常有人随
地小便，美国旧金山不少小巷都弥漫着
难闻的尿味。当局为了杜绝此类不文明
行为，已尝试在小便“黑点”墙壁涂上特
殊漆料，反弹包括尿液等大部分液体，
可谓“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报道称，旧金山公共事务管理局
局长努鲁表示，反弹尿液墙壁涂上了
超防水漆料。目前该市已有9面“防尿
墙”，一旦有人对墙小便就会反弹回裤
子或鞋子上，当局希望这一措施可以
改善随地小便的情况。

当局称，相关墙壁也设有多种语
言警示牌，提醒民众切勿小便，否则后
果自负。也有不少居民希望当局在自
家大楼外设“防尿墙”。当局还表示，墙
壁涂漆加工的经费远低于聘工人清洗
街道，未来会设立更多“防尿墙”，也会
增设公厕等。

根据旧金山规定，随地小便者可
被罚50至100美元，但这一惩戒措施力
度显然不够，市政府平均每年接获数
百宗要求清理尿液的投诉。目前，德国
汉堡红灯区也有采用“防尿墙”，以防
酒客随处小便。 （新华国际）

俄罗斯秀肌肉：
黑海舰队明年“重生”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对外公布，俄
罗斯目前在全球各海域共部署超过80
艘各类战舰和补给船，它们分别位于
大西洋、地中海以及亚丁湾等海域。

超80艘战舰遍布全球

当天是俄罗斯海军日，俄海军在
塞瓦斯托波尔、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
托克等海军主要基地举行庆祝活动。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同日发表声明，
对外公布了俄海军一些重要信息。

声明写道，俄罗斯海军目前在全
球各海域共有超过80艘各类战舰和补
给船在执行任务，它们分布于大西洋、
地中海、亚丁湾以及非洲之角等海域。
其中，超过10艘战舰和补给船正在地
中海执行任务，它们隶属俄海军驻地
中海的长期作战编队。此外，黑海舰队
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正带领一
组战舰在大西洋南部海域执行任务。
同时，俄海军战舰还在亚丁湾和非洲
之角海域执行任务，负责打击海盗，保
护民用航海安全。

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同时提
及，改进型潜艇“新罗西斯克”号和“顿
河罗斯托夫”号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加
入黑海舰队并开始服役。按照俄罗斯
海军总司令维克托·奇尔科夫本月早
些时候的说法，黑海舰队将于2016年
获得“重生”。波罗的海舰队“弗拉基
米尔海军上将”号科考船将于今年
11月至12月前往北极地区执行考察
任务，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5年俄海军将接收50多艘新型战
舰，其中包括10艘大型舰船和潜水
艇，以及40多艘各种小型舰船。到
2020年前，将再有54艘新型战舰补充
到俄黑海舰队。

开建第五代核潜艇

此外，俄罗斯北方造船厂董事
长 布 德 尼 臣 科 说 ，俄 罗 斯 可 望 于
2020年前开始建造第五代核潜艇。
北方造船厂是俄罗斯最大造船厂，
位于白海港口城市北德文斯克。北
方造船厂已经购进新设备、改造下
水滑道并新建货物移送系统。去年6
月，俄罗斯首艘885型“白蜡树”级多
功能核潜艇“北德文斯克”号正式列
装海军。

“北德文斯克”号属于俄第四代核
潜艇，配备最新通信和定位系统，装备
了射程超过25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
或常规弹头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种
精确制导导弹主要用来对付航空母
舰。按照俄国家武器发展规划，俄罗斯
计划在2020年前建造7艘与“北德文斯
克”号同一级别的核潜艇。

被问及西方制裁会否影响到第五
代核潜艇建造，布德尼臣科说，北方造
船厂有能力获取所需的替代零部件。
俄罗斯眼下正大力推动武器装备现代
化，预计耗资3250亿美元在2020年前
把各军种现代化武器比例提升至
70%。另外，北方造船厂正对“纳希莫
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巡洋舰进行大
修，“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预
计2018年交付俄罗斯海军。“纳希莫夫
海军上将”号巡洋舰是第三艘“基洛
夫”级巡洋舰。“基洛夫”级巡洋舰共四
艘，现只有“彼得大帝”号导弹巡洋舰
在服役。俄罗斯计划经过检修后，把其
余三艘“基洛夫”级巡洋舰投入现役。

（新华社）

8月15日是韩国纪念摆脱日本殖民
统治的“光复节”。据韩媒昨日报道，为
迎接第70个“光复节”的到来，今年韩国
政府可能对100万人进行特别赦免。不
过也有民意对此表示反对。

怎么赦
不设条件不设对象

7月13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青瓦
台召开的首席秘书官会议上表示：“为
了国家的发展以及凝聚民心，我认为有
必要实施特赦。”消息一出，韩国社会极
大震动。在总统选举时，朴槿惠曾向选
民表示：“不会特赦犯罪的企业家。”另
外，今年4月震惊韩国的“成完钟贿赂
门”丑闻牵扯到朴槿惠的亲信以及时任
韩国总理李完九，而身为前京南企业会
长的成完钟就曾两次被特赦。韩国国内
对此民愤很大。

朴槿惠曾在2014年1月实施过一次
涉及5900人规模的特赦，当时的赦免对
象不包括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然而7月
13日的发言，朴槿惠没有言及特赦的

“条件”和“对象”，所以很多犯罪的政治
家和企业家都在期待“好消息”的到来。

韩媒7月21日～23日的舆论调查显
示，54%的调查对象反对特赦企业家。
有分析认为，朴槿惠特赦企业家的目的
是为了提升经济的活性化程度，从而提
升自己的支持率。但是，如果不顾民意
反对特赦一些民愤很大的企业家或政
治人物，反而会招致更多批评。

赦免谁
SK集团会长成焦点

韩国SK集团会长崔泰源是韩国排
名第三位的富豪。然而，崔泰源因为贪
污等问题与身为SK集团副会长的亲弟

弟一起被判入狱。其中，崔泰源被判有
期徒刑4年，目前已经服刑了2年6个多
月。

崔泰源能否成为此次特赦的幸
运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韩国媒体
此前曾大幅报道说：“由于会长不在，
SK集团全面放弃大型投资计划”。本
月23日在济州岛召开的峰会上，大韩
商工会议所朴容晚会长呼吁特赦崔
泰源等人。朴容晚说：“如果给崔会长
机会的话，他应该能够创造一个模范
性的企业。”

另外一名备受关注的韩国企业家
是韩国十大富豪之一的韩华集团会
长金升渊。2012年8月，首尔西部地方
法院判处涉嫌给公司造成千亿韩元
损失的金升渊4年有期徒刑和51亿韩
元（约合人民币2900万元）罚款。也有
呼声要求释放金升渊，以提升韩国经
济的活性。

特赦是韩国总统拥有的一项特权，
可以针对特殊罪犯取消其背负的刑罚。
如果还没有被判刑，可以消除其公诉
权。到目前为止，韩国历代总统一共行
使了18次特赦权。从1988年开始的卢泰
愚政权一共实施了7次特赦，一共赦免
了9600人。1993年开始的金泳三政权一
共实施了9次特赦，赦免对象达到了704
万人。

在韩国，不少企业家因为贪污或者
渎职被判刑。即便是被判刑入狱，不少
人后来也可以凭借“能够为国家发展做
贡献”的理由获得特赦。企业家犯罪，很
多时候都是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
年”。大多数人甚至稍微等等，就能成为
特赦的对象，免除真正的刑罚。

2009年12月，时任韩国总统的李明
博就对因渎职、贪污等判刑的三星集团
掌门人李健熙实施了特赦。李明博当时
强调：“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决定特赦
的。”获得特赦之后，李健熙以国际奥委
会会员以及三星集团会长的身份积极奔
走，终于为韩国政府争取到了2018年冬
季奥运会的举办权。 （综合法制晚报）

搞活经济 特赦富豪？
韩国或迎大规模特赦，因贪污入狱的SK集团会长成焦点

三星掌门人李健熙
曾获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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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索马里使馆遭袭，1人罹难3人受伤
这是自1999年南联盟使馆被炸以来
中国外交机构遭遇的最严重袭击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半岛皇宫”酒店26日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设
在酒店内的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部分房间受损。目前，已有至少15人在袭击中
遇难，另有数十人受伤。正在馆内办公的中国驻索使馆1名负责安全警卫的工
作人员因伤势严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另有3名使馆工作人员受轻伤。索马
里极端组织“青年党”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美联社援引索马里外交部长
的话说，袭击者驾驶满载炸药的
卡车，冲向半岛皇宫酒店的防爆
墙。报道称，由于卡车上载有数量
极为巨大的炸药，爆炸产生的响
声和冲击波也非常大。附近的许
多房屋玻璃被震碎，百姓们纷纷
跑出家门，事发现场非常混乱。救
护车、军队、警察随后赶往现场。
有记者称，这是他在摩加迪沙看
到过的破坏最为严重的一起攻击
事件。救援人员表示，20多名伤者

已经被送往医院。由于酒店部分
墙体坍塌，不排除有其他人被埋，
目前伤亡人数仍在统计当中。

当地警官穆罕默德·阿卜迪
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人，看到事
发地的废墟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真的是非常可怕，这家酒店的
防卫措施应该是我们国家数一数
二的，这样的防爆墙都被炸毁，可
见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他说，由于卡车不能冲破酒
店外的防爆墙，遂在离围墙几米

远的地方引爆炸弹，因此爆炸的
威力减小了许多。据警方调查后
估计，当时卡车上至少载有1吨的
烈性炸药。爆炸使得酒店的一面
墙体发生了坍塌，并造成这家6层
酒店的至少8间房间被摧毁。

而一位索马里情报人员表示，
当地时间周日下午，他们发现一辆
载有不明物体的卡车驶向了事发
的酒店，并停在酒店外。不过，由于
一开始卡车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就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发生爆炸的半岛皇宫酒店
距机场大约5分钟车程，在机场
安全区外，平日宾客多为索高级
政府官员和外国人。中国、埃及
和卡塔尔大使馆位于这座酒店
当中，其中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
位置在这座六层酒店的最高两
层。除了大批外交官常在这家酒
店里之外，联合国、西方外交使
团以及非索特派团的部队也经
常在这家酒店。

袭击造成中国大使馆所在
部分房间受损。今年4月，中国驻
索马里大使馆在网上再次提醒
在索中国公民及欲来索考察的
公司、企业人员密切关注索安全

形势，提高自我防护、保护意识
和能力，加强安全防范。

2014年10月12日，中国驻索
马里大使馆在撤离23年后正式
复馆，复馆仪式在摩加迪沙半岛
皇宫酒店举行。有关中国要在

“恐怖之都”摩加迪沙复馆的消
息在全球引起轰动。当时，中国
针对索马里安全形势的评估为

“整体向好，但依然严峻”。
1990年底，索马里内战爆发，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医疗队和
工程技术人员于1991年1月被迫
撤离。据媒体此前报道称，外交部
派出的复馆小组一行5人飞往索
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该小组首要

任务是落实使馆驻地。
而据报道，“半岛皇宫”酒店

目前是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所
在地，据媒体报道称，进院子要
先经过两道大铁门，各个小门也
都有保安把守，院墙上设有几个
岗哨，院内停着几台防弹车。而
中国记者上街采访，都需要雇佣
持枪的军警或保安陪同。

索马里与中国有密切的交
往史。1960年，索马里作为第一
个东非国家与中国建交。1971
年，23个国家共同提交“关于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
法权利”的提案，索马里是23国
之一。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
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并称此举
是为了报复非洲联盟驻索马里
特派团和索马里政府军近期在
索南部对其发动的围剿。而“青
年党”选择袭击“半岛皇宫”酒店
也是为了造成更大影响。

“青年党”与“基地”组织有
关联，2007年至2011年控制着摩
加迪沙大片地区。此后在非洲联
盟部队打击下，“青年党”被逐出
摩加迪沙和其他主要城市。不
过，这一极端武装仍时常在索马
里或邻国肯尼亚发动袭击，例如
2013年9月袭击肯尼亚首都内罗
毕的韦斯特盖特购物中心，致近
70人死亡。

最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
派团和索马里政府军在索南部
对“青年党”发动名为“朱巴走
廊”的行动，旨在剿灭其最后的

据点。这一围剿行动引发“青年
党”的报复。就在7月25日，“青年
党”武装分子在摩加迪沙枪杀了
一名索马里议员。

不少媒体注意到，“半岛皇
宫”酒店此次遭袭时，美国总统奥
巴马正要结束对肯尼亚的访问，
前往埃塞俄比亚。奥巴马此次访
非的一大目的，就是商讨如何应
对“青年党”的威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
恐怖中心主任李伟说，一般恐怖
活动猖獗的国家，恐怖分子都会
将四、五星级的高档酒店设为袭
击目标。这主要是他们认为，类似
这样的地方西方国家的人会大量
聚集，而即使是有本国公民出现，
也都是些腐败分子。因此高档酒
店、饭店、咖啡厅等都是恐怖分子
最核心的袭击目标。

深感震惊
强烈谴责
提出交涉

现
场

最坚固的防爆墙，没防住一卡车炸药

最高档的酒店，反遭“青年党”报复

时隔23年复馆 不满一年遇袭

最安全的酒店
怎么变成
最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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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26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遇袭酒店外已经拉起警戒线

遭到袭击时，酒店冒起滚滚浓烟

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现场拍摄的汽车残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