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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通俄门”调查
特朗普任命特别法律顾问

美国白宫15日宣布，美国总统
特朗普任命泰·科布为白宫特别法
律顾问。美国媒体报道说，科布将负
责替白宫方面处理有关“俄罗斯干
预美国总统选举”和“通俄门”事件
的调查。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科布是
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人，
主攻调查取证业务。从哈佛大学本
科毕业后，科布在乔治城大学获得
法学学位。

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
报道，科布将负责替白宫出面应对
和处理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
选举”和“通俄门”事件的相关调查。

“通俄门”事件近日再起波澜。
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被曝去年美国
大选期间会见俄罗斯律师，意图获
取“由俄政府提供的”、不利于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
的材料。

由于双方就会谈描述有矛盾之
处，小特朗普随后公布安排会面的
邮件往来，以“自证清白”。然而，邮
件内容被指涉嫌违反《联邦选举
法》，引发广泛质疑。

据披露，一名前苏联反谍报官
员也出席了当时在纽约特朗普大厦
的会谈。不过，此人和俄律师均否认
和俄罗斯政府有联系。俄罗斯方面
也发表声明，称不了解这次会面，也
不清楚他们是谁。

目前，由司法部任命的联邦特
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及数个国会
调查组正在对美国情报部门指控俄
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及俄
政府是否和特朗普竞选团队有联系
进行调查。 （新华社）

法国外长抵达沙特
斡旋卡塔尔断交危机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15日抵达沙
特阿拉伯西南沿海城市吉达，为化
解沙特等四国与卡塔尔的断交危机
作斡旋努力。

勒德里昂在与沙特外交大臣朱
拜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
对卡塔尔断交危机不断升级表示担
忧，希望针对卡塔尔的制裁不要伤及
双方无辜民众。勒德里昂呼吁沙特等
四国与卡塔尔尽快通过对话和谈判
解决危机。

朱拜尔表示将向法国外长提
供卡塔尔违反《利雅得协议》和

《利雅得协议补充条款》的证据，
强调卡塔尔必须不折不扣履行相
关反恐协议。

勒德里昂是从卡塔尔首都多哈
抵达吉达的。在卡塔尔访问时，勒德
里昂呼吁沙特等四国尽快取消对卡
塔尔的制裁措施。

访问沙特后，勒德里昂还将前
往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新华社）

朝鲜说朝韩关系缓和后
才可能进行体育文化交流

朝鲜近日表示，只有在双方政
治军事对抗状态缓和之后，朝鲜和
韩国才可能进行体育文化交流和人
道主义合作。

朝鲜《劳动新闻》和《民主朝鲜》
15日与16日刊登文章，对韩国总统
文在寅近期在德国访问时提出的朝
鲜半岛和平构想进行评论。

针对文在寅有关离散家属团聚
和体育交流合作等提议，文章说，朝
方并不否定北南间的体育文化交流
和人道主义合作，并一贯认为这类
工作无论何时都不应中断。文章说，
从根本上改善北南关系是全民族的
共同呼声，而第一步自然就是要解
决消除政治军事对抗状态这一北南
关系的根本问题。

文章认为，虽然这一和平构想
包含尊重和履行《6·15共同宣言》和

《10·4宣言》等一些与其前任者不同
的立场，但其言论本质上还是反映
了要与外来势力相勾结与扼杀同族
的对抗意图，不仅无助于半岛和平
与北南关系改善，反而会造成障碍。

文章指出，“韩国执政者”上
台后北南紧张状态并未得到缓
和，开展美韩联合军演，紧随美国
对朝进行军事威胁挑衅，且不顾
周边国家反对执意将“萨德”部署
成为既成事实。文章还说，韩国一
面提议对话，一面却跟随美国对
朝制裁压迫，在国际上营造孤立
扼杀朝鲜的氛围。这一做法和韩
国前政府无异，“又如何能打动对
方的心”。 （新华社）

总统权力加强

未遂政变发生后，土耳其立即启
动紧急状态并延续至今。持续一年的
紧急状态为当局控制政局和强化总统
权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

一年来，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铁腕推
进下，土耳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
肃清反政府势力的行动。迄今为止，已
有5万多人被捕，超过11万人被开除公
职，这些人大多来自军警部队、司法、情
报等政府部门以及学校。目前，与未遂
政变相关的调查和整肃行动仍在继续。

埃尔多安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
重组军队，包括将隶属于总理府的武
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情报局改归总
统府直接管辖，关闭位于主要城市中
心的军事基地。经过整顿，军队被进一
步削权，埃尔多安对重要军事和情报
机构的掌控得到强化。

今年4月，修宪案在公投中获得通
过，为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中心
地位提供了法律保障。根据修宪方案，
在2019年总统和议会选举后，土耳其
共和国政体将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
总理职位将被废除。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埃尔多安
一直在寻求扩大总统权力，未遂政变
加快了修宪进程，削弱了军方权力，巩
固了埃尔多安的地位。

社会矛盾加剧

伴随着高歌猛进的修宪和整肃行

动，土耳其政坛矛盾趋于尖锐，国内也
出现了规模达上百万人的街头运动。

今年6月15日至7月9日，土耳其最大
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起从安卡拉到伊
斯坦布尔的“正义游行”，抗议该党一名
议员因泄密罪被判刑。共和人民党主席
克勒奇达若奥卢呼吁当局解除紧急状
态，把权力归还议会，释放被关押者。当
游行队伍7月9日到达伊斯坦布尔时，100
多万民众参加集会声援共和人民党。

分析人士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土
耳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别、不
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在政变后有进
一步激化的趋势。土政府应尽快采取
措施修补社会裂痕，化解民众不满。

与西方关系降温

一年来，土耳其在与西方国家矛
盾加深的同时，加快了向俄罗斯靠拢
的步伐，显示出自主务实、多元平衡的
外交倾向，其地缘政治外交布局正在
发生重大调整。

未遂政变后，土政府的大规模整
肃行动引发了欧盟和美国舆论的严厉
批评。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公开表示，
担心埃尔多安在民主方面“开倒车”。
土方则指责西方盟友对其缺乏起码的
政治支持。双方关系急剧降温。

2016年11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
非立法性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及欧
盟成员国暂时冻结与土耳其的入盟谈
判，并称土耳其在未遂政变后采取了

“不相称的镇压手段”。今年7月6日，欧

洲议会再次通过动议，称如果土耳其开
始修宪，应立即暂停土耳其入盟谈判。

近来，奥地利、德国还设置障碍，
禁止土耳其官员入境参加当地土侨民
纪念未遂政变一周年的活动，令土方
深为不满。

土耳其政府认定，居住在美国的
土宗教人士居伦是未遂政变的幕后主
谋。而美国政府一再拒绝引渡居伦，令
两国战略互信受到严重损害，土美关
系面临考验。

随着土耳其与西方矛盾上升，埃
尔多安强化了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倾
向，特别是加快了与俄罗斯的关系正
常化进程。

早在未遂政变前的2016年6月，埃
尔多安就已为2015年11月土军方击落
俄战机事件向俄方道歉，双方关系开
始回暖。政变被挫败后，俄总统普京致
电埃尔多安，表示希望土耳其尽快恢
复稳定。普京成为政变后第一个与埃
尔多安通电话的外国领导人。此后，土
俄频繁互动，就尽快恢复双边关系采
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

分析人士指出，未遂政变加速了
土俄关系修复进程，使两国战略互信
得以恢复，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
作也在加深。土耳其最近还宣布，决定
从俄方采购S-400防空导弹系统，正在
商谈相关贷款事宜。如该协议顺利签
署，土耳其将成为第一个购买俄罗斯
防空导弹系统的北约成员国。

（新华社）

日 前 35 名 日 本 公 民 在 中 国 涉 嫌 电 信 诈 骗 被 刑 拘

揭秘日本电信诈骗：
有人冒充中国媒体
骗了816万日元

日前日前，，一则一则3535名名
日本公民在中国涉日本公民在中国涉
嫌电信诈骗被刑事嫌电信诈骗被刑事
拘留的新闻引起关拘留的新闻引起关
注注。。人们普遍认为人们普遍认为，，
日本社会治安较好日本社会治安较好，，
社会诚信度较高社会诚信度较高。。但但
在日本在日本，，电信诈骗多电信诈骗多
发发、、且历史悠久也是且历史悠久也是
不争的事实不争的事实。。

据日本据日本《《每日新每日新
闻闻》》55月月2929日报道日报道，，青青
森县一警察局接到森县一警察局接到
报案报案，，一名一名4040多岁的多岁的
女性分女性分88次被骗取了次被骗取了
816816万日元万日元（（约合约合4949
万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

骗子称骗子称，，受害者受害者
有一笔未向中国媒有一笔未向中国媒
体缴纳的费用体缴纳的费用，“，“如如
果不支付收费网站果不支付收费网站
的登录费用的登录费用，，将把她将把她
带到中国去带到中国去”。”。

对于中国警方对于中国警方
一次性抓捕一次性抓捕3535名日本名日本
电信诈骗嫌疑人电信诈骗嫌疑人，，日日
本网民的反应是本网民的反应是““喜喜
大普奔大普奔”，”，纷纷点赞纷纷点赞，，
呼吁中国对他们严惩呼吁中国对他们严惩
不贷不贷。。不少日本网民不少日本网民
甚至直呼甚至直呼““请判死请判死
刑刑”，”，可见日本民众对可见日本民众对
电信诈骗恨之入骨电信诈骗恨之入骨。。

日前，一则35
名日本公民在中国
涉嫌电信诈骗被刑
事拘留的新闻引起
关注。这些日本人
为何跑到中国实施
电信诈骗？日本社
会的电信诈骗情况
如何？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证实，35名日本公
民因涉嫌诈骗被中国地方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中方已按照《中
日领事协定》进行了领事通报。
日本媒体称，这是日本籍犯罪嫌
疑人在中国被抓获人数最多的
一次。

在电信诈骗案中，相对于收
取现金的“收货人”，负责打电话
的“打电话人”更难掌握。近年来
为逃避调查，从中国向日本打电
话的日本诈骗团伙不断增加。

2015年曾有报道称，一个日
本诈骗团伙在广东省珠海市发生
内讧，其中一人被同伙捆绑并殴
打致死。该案发生于2013年，最

终，日籍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社会治

安较好，社会诚信度较高。但在
日本，电信诈骗多发、且历史悠
久也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
本就出现骗子冒充老师给学生
的爷爷奶奶打电话并上门骗取
现金的案例。进入21世纪后，日
本电信诈骗案例明显增多且花
样翻新。

通常，骗子会从电话簿上有
选择地给看似老年人的对象打
诈骗电话，冒充受害人的儿子或
孙子，以经济困难、突遇变故等
借口骗取钱财。除此之外，日本
常见的诈骗手段还包括“虚构账

单诈骗”“融资保证金诈骗”“返
还金诈骗”“点击网站诈骗”等。

所谓“虚构账单诈骗”，即骗
子以广撒网的方式邮寄付费账
单，总会有人不记得自己有过什
么消费而上当受骗；“融资保证
金诈骗”和“返还金诈骗”是骗子
冒充银行职员或公务员，以贷款
保证金或返还税金等名义实施
诈骗；“点击网站诈骗”就是点击
一些网站链接后会自动提示业
务办理成功，并要求缴纳高额会
费的诈骗行为，实际上也是“虚
构账单诈骗”的一种。

2004年，日本警察厅将这些
要求受害者汇款的诈骗手段统
称为“汇款诈骗”。

据日本《每日新闻》5月29日
报道，青森县一警察局接到报案，
一名40多岁的女性分8次被骗取了
816万日元（约合49万元人民币）。

这起诈骗案是一起“点击网
站诈骗”。骗子称，受害者有一笔未
向中国媒体缴纳的费用，“如果不
支付收费网站的登录费用，将把她
带到中国去”。这名受害者信以为

真，在共支付816万日元后，不得已
才向朋友求助，并最终报警。

记者就此向该警察局核实，
警察局的鱼田警官证实了案件
的真实性，并表示，案子至今还
在调查中，尚未抓到诈骗犯，受
害人损失也没有追回。

近年来，日本电信诈骗金额
逐渐增加。2016年，大阪一名80

多岁女性被骗取5.7亿日元（约
3432万元），创日本单个受害者
电信诈骗受骗金额之最。同年9
月，两名骗子被捕。日本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电信诈骗案是一个
诈骗团伙从约370名受害者手中
骗取30多亿日元（逾1.8亿元）。
这一诈骗团伙于2012年被打掉，
28名成员被捕。

以“汇款诈骗”为主的电信诈骗在日本已
成顽疾。为防范电信诈骗，日本警察厅设有专
门的应对“汇款诈骗”网站，对各种诈骗受害
情况有详尽的数据统计，并介绍各种诈骗伎
俩，也提供专用警方咨询电话，呼吁民众接到
可疑电话时不要慌张，不要立即给对方汇款，
要向警方电话咨询或到就近警局咨询。

日本金融厅也常常对“汇款诈骗”做出
提示，要求各金融机构在显著位置进行有关

“汇款诈骗”的警示。一些银行和ATM机附
近会张贴预防“汇款诈骗”的海报或标语，
ATM机的转账操作界面也会显示小心“汇
款诈骗”的提醒。由于骗子往往通过电话遥
控受害人的转账操作，有的金融机构还要求
用户，不在ATM机附近使用手机。

在日本，“汇款诈骗”按《刑法》第246条
诈骗罪定刑，通常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是有组织犯罪，可处以最高15年有期徒
刑。随着“汇款诈骗”案逐年增多，日本打击
诈骗犯罪、特别是诈骗活动中“打电话人”的
力度日趋严厉，日本诈骗团伙为逃避打击，
转而跑到中国等其他国家作案。

对于中国警方一次性抓捕35名日本电
信诈骗嫌疑人，日本网民的反应是“喜大普
奔”，纷纷点赞，呼吁中国对他们严惩不贷。
不少日本网民甚至直呼“请判死刑”，可见日
本民众对电信诈骗恨之入骨。

（新华社 图据新华国际）

日本电信诈骗由来已久
近年来为逃避调查近年来为逃避调查，，从从中国向日本打电话的日本诈骗团伙不断增加中国向日本打电话的日本诈骗团伙不断增加

有骗子冒充中国媒体
如果不支付收费网站的登录费用如果不支付收费网站的登录费用，，将把她带到中国去将把她带到中国去””2

日本极力防范
电信诈骗

日本警察厅设有专门的应对日本警察厅设有专门的应对““汇汇
款诈骗款诈骗””网站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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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政变一周年 土耳其内政外交剧变
7月15日是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纪念日。

深夜时分，首都安卡拉数万民众聚集在议会大厦前，
或高举国旗，或手持遇难者遗像，纪念一年前那场震
惊世界的未遂政变，悼念遇难者。

一年前的夏夜，少数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战机呼
啸，坦克穿城，近250人在冲突中丧生。虽然政变在短
短数小时内即被粉碎，但这次短命政变对土耳其内政
外交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总统埃尔多安（右）出席
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集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