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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9月27日报道，日本北海道札幌中
央警署26日以涉嫌殴打在便利店内提醒注意礼节的
店员致其受伤为由，当场逮捕了自称为上海市某银行
职员的荣某（36岁）及其妻子、公司职员赵某（25岁）。
这对中国籍夫妇当时正在当地度新婚蜜月。

据警方介绍，这对夫妇涉嫌于26日晚10点35分
左右在位于札幌市中央区的便利店内打伤一名24岁
男店员的脸颊，还抓住其头发踢踹，致其鼻子也受伤。

据该警署称，由于赵某购买了店内冰淇淋，但在
付款前在店内拆开冰淇淋吃起来，店员（24岁）用手势
示意要求其“出去”，赵某的丈夫荣某不能接受自己的
妻子被侮辱，对该店员实施了殴打。据悉，荣某承认为
了保护自己的妻子殴打便利店店员的行为。

中国新婚夫妇殴打店员的事情也很快在日本论
坛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有许多日本网友在留言中批评中国游客没有礼
仪，并直言，为了能改善人们的礼节，“这种新闻应该
广而告之”。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日本人中也有这么做
的，“这对夫妇大概觉得店员是顾客的奴隶，所以当店
员提醒他们注意（礼仪）的时候才会发火，并表示，在
日本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

更有网友把矛头指向了安倍，称由于安倍放宽
了对中国游客签证的审查标准，最近无论在哪都能
听见中国话。有日本网友还认为，不仅是收入，教养
高低也应当作为入境审查的标准之一。

（本组稿件据环球时报 参考消息）

中国将向
联合国妇女署
捐款1000万美元

●习近平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并
发表讲话：

今后5年内，中国将帮助发展中
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和
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万名发
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训，并在当
地培训10万名女性职业技术人员。

●习近平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
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
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国家主席习近平27日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全球妇女峰
会。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促
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
界》的重要讲话，就促进全球妇女事
业、加强国际合作阐述中国主张。

习近平就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
全面发展提出4点主张。第一，推动
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制定科
学合理发展战略，确保妇女平等分
享发展成果，推动广大妇女参与经
济社会发展。第二，积极保障妇女权
益。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
法规，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
能力，保障妇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确保所有女童上得起学和安全上
学，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
身教育。第三，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
社会文化，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
的暴力，打破有碍妇女发展的落后
观念和陈规旧俗。第四，创造有利于
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坚定和平发
展和合作共赢理念，积极维护和平，
开展妇女领域国际发展合作，缩小
各国妇女发展差距。

习近平强调，在中国人民追求美
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
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中国将更
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
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实现人生
理想和梦想。为支持全球妇女事业和
联合国妇女署工作，中国将向妇女署
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落实《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落实2015年
后发展议程相关目标。今后5年内，中
国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妇
幼健康工程”和100个“快乐校园工
程”，邀请3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
参加培训，并在当地培训10万名女性
职业技术人员。

国家主席习近平27日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
领导人工作午餐会。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主持午餐会。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直本着负
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
变的重大机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
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未来，中国将
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
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
40%～45%的目标。中国愿意继续承
担同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实际能力
相符的国际责任。 （新华社）

“黑导游”有点多
连日本政府都很为难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9 月上旬的一
天，一位20多岁、身穿黄色polo衫的中国籍女
导游在福冈县太宰府市天满宫附近带着一个
大约40人的旅游团观光。这名女导游一边摇
着某旅行社的旗帜，一边用中文熟练地跟这群
游客介绍着当地景点。这些游客都是当天早晨
从中国坐邮轮到日本福冈市博多港入境的。当
被问及是否具有日本政府颁发的“通译案内
士”资格时，这名女导游一脸茫然地回答“没
有”，并表示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制度。

1949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通译案内士
法》。该法案规定，只有通过通译案内士资格考
试的人，才能给外国人充当翻译并取得相应报
酬。据悉，这个考试除了要考外语能力之外，还
要考跟日本有关的历史、地理、民俗等知识。日
本观光厅表示：“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
外国游客到日本旅游观光的质量。”由此看来，
这个中国籍女导游的行为很有可能已经违反
了相关法律。

目前，日本政府登记在册的“通译案内士”
只有 17736 人，其中 60%是英语“通译案内
士”，中文的人才严重不足。九州地区7个县的
中文“通译案内士”仅仅只有124人，而去年日
本全国一共只有81人通过了中文“通译案内
士”的考试。

福冈市旅游协会的相关人士透露：“要把
这些有资格的导游聚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的。
各大旅游公司都在抢这些有资格的人，而中国
游客又呈猛增趋势。我们每天都因人手不足而
哀叹。”

为了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日本政府已经
召集有识之士进行讨论，争取在年内拿出一个
方向性的指导方案。日本观光厅观光资源课计
划设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导游”制度，可
以以研修的名义发给一些外国人导游资格证。
这样既能确保旅游的质量，也能迅速增加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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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一个“黑导游”在日本干3个月，就可

以捞到300万日元（约15.9万人民币）甚至
更多的收入。而这些钱，显然都是中国游客的
钱。一位旅游业相关人士表示，虽然知道有很
多“黑导游”正在日本从事违法活动，但如果彻
底取缔这些人的话，日本政府将面临没有导游
的尴尬局面。

联合国午餐会
吃的是“剩菜”

27 日的联合国午餐会上，招待
各国领导人的餐点制作用了食材中
常常被当作废料抛弃的部分。一款
蔬菜汉堡的原材料是榨取蔬菜汁后
所剩的残渣。与汉堡搭配的是玉米
粉制成的薯条，而这种玉米粉通常
被用作动物饲料。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称，这一餐提醒大家，食物制作
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是气候变化
问题中被忽视的一面”。（新华国际）

当被问及是否
具有日本政府颁发
的导游资格证时，女
导游一脸茫然地回
答“没有”，甚至表示
不知道要考证。

一个“黑导游”
在日本干3个月，就
可以捞到300万日
元（约 15.9 万人民
币）甚至更多的收入

不少中国游客
被带去购物的“免税
店”，都不是日本大
商业公司开办的，而
是中国人和韩国人
开的

这些“免税店”
的利润分成是店家
截留50%，分给旅
行社25%，再分给
导游25%

去迪斯尼乐园
要收钱，到银座购
物要收钱，几天下
来给的钱比旅游费
多一倍

不愿掏钱的游
客，甚至直接被导游
扔到公园

“免税店”问题大
两千的商品以两万高价出售

针对中国赴日游客暴增导致“黑导游”泛滥的
问题，日本NHK电视台花了很长时间进行跟踪暗
访调查，所揭露的问题可谓触目惊心。

NHK电视台记者跟踪了多家旅行社的巴士，
发现不少中国游客被带去购物的“免税店”，都不是
日本一些大商业公司开办的家电商店或药妆店（这
些店基本上都可免税），而是被带到很偏僻，平时很
少有人知道的大楼里，在那里开设的“免税店”里安
排购物，而且事前被告知“这里最便宜最安全”。而
这些免税店大多都是中国人和韩国人开的。

NHK记者调查了中国游客买的较多的一种健
康食品，日本大公司出售的价格，平均每一粒为11
日元，而在这些“免税店”里，却高达69日元，也就是
说，这些“免税店”的价格实际上比外面的日本正规
店的价格高出6倍。一名导游证言：原价只有2000日
元的商品，可以2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中国游客。

这些“免税店”雇佣大批中国员工，并印刷夸大
健康食品效果的广告单，宣传这些健康食品可以治
疗各种疾病或提高智商，引诱中国游客掏钱购买这
些暴利商品。当然，在日本，把健康食品当作药品
卖，是违反《日本药品管理法》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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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店为什么要把商品的价格定得这么高？

NHK揭开了这些“免税店”的利润分成内幕：自己
截留50%，分给旅行社25%，再分给导游25%。

5夜6天游日本
真正逗留时间可能只有4天

譬如“5夜6天日本游”，中国国内旅行社根本不
安排上午出发的航班，而是安排下午出发晚上抵达
东京的航班，这样做的结果，是游客到了东京成田机
场后根本无处旅游，直接被拉到机场酒店休息。

但回国的那天，旅行社却特别安排上午的航
班，前一晚就把游客拉到机场酒店，让游客在回国
的那天上午根本没有机会外出旅游和购物，直接被
送回国。这样，所谓的“5夜6天日本游”，在日本真
正的逗留时间，只有4天。另外，游客到日本后，发现
到哪里，日本的导游都要收钱。去迪斯尼乐园，收1
万日元（约800元），到银座购物，也被收4000日元
（约320元）。几天下来，实际交给旅行社和导游的
钱，比旅游费多了一倍，超过8000元人民币。

NHK电视台在节目中揭露说，许多游客不舍
得另外花4000日元的冤枉钱，希望取消去银座购物
的机会。但是导游恐吓游客：“你如果不去，我们通
知日本大使馆，你以后就拿不到来日本的签证。”最
后，导游把实在不愿掏钱去银座购物的游客，直接
扔到距离银座较远的东京日比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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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不在东京，而是在千叶

县，这个距离，相当于苏州到上海市中心的距离，高
速公路上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国内旅行社收了游
客这一天的钱，而日本地接的旅行社这一天都没有
花钱。这一天的利润就给悄悄地瓜分了。

日本观光厅日前发
布消息称，截至9月 10
日，今年访问日本的外
国游客人数达到1342.4
万人次，提前刷新了
2014 年创下的历史最
高纪录（全年1341万人
次）。与此同时，中国赴
日游客也创新高，达到
334.7万人次。

中国赴日游客人数
创新高的同时，不断涌现
的“黑导游”问题令人吃
惊，日本媒体日前就曝光
了种种黑幕。日本政府也
在考虑修改已经实施了
60多年的“通译案内士
（导游资格证）”制度。

麦加朝觐者踩踏事件
4名中国人遇难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8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沙
特麦加朝觐者踩踏事件等答记者问。

问：请介绍沙特麦加朝觐者踩踏事件造成中国
公民伤亡的最新情况和中方所做工作。

答：截至28日8时，中国朝觐团14500多名朝觐
人员均已取得联系，未发现人员伤亡。朝觐人员已
完成朝觐，将于近期陆续回国。目前已收到4例中国
零散朝觐人员遇难报告，驻沙特使领馆正抓紧核实
并协助善后。 （外交部网站）

日本黑导游扒皮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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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殴打店员 中国游客被捕
| 同步播报 |

泰国警方 28 日在国家警察总署举行的发
布会上确认，8 月 29 日抓获的一名嫌犯，就是
在首都曼谷市中心四面佛神庙附近发生的爆
炸案中，闭路电视画面上显示安放炸弹的黄
衣男子。

警方表示，上述结论是在整合100多个证人
的证供和各项证据后得出的。该嫌犯化名阿迪
姆，真名为比拉尔·穆罕默德，但由于使用的是假
护照，其国籍仍未能确定。

警方表示，比拉尔·穆罕默德与此前已抓获
的另一名爆炸案嫌犯玉苏甫将在约60天后送交

泰国军事法庭。另外警方将继续追捕其余15名嫌
犯。警方还说，该犯罪团伙幕后主谋仍未能确定，
有待进一步调查，并且还不能将案件定性为恐怖
主义袭击。

泰国警察总长颂育表示，犯罪团伙的作案动
机是报复泰国打击人口贩运及偷渡的行动，同时
尚不排除有政治动机。颂育强调，泰国政府之前
遣返偷渡客的举措符合国际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8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不论谁制造曼谷爆炸案，都将受到法律
严惩。 (新华社)

曼谷爆炸案抓获主犯
中国外交部：不论谁制造曼谷爆炸案，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8月17日晚，泰国首都
曼谷市中心四面佛神庙附
近发生爆炸事件，造成至
少 20 人死亡、120 多人受
伤。遇难者中除中国公民
外，还包括泰国、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等国公民。

新闻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