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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需要警惕来自陌生人或未知环境
中的可能风险，特别是涉及孩子安全
时，家长需要多点心眼。但不能一味夸
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因为无条件
信任和无条件地信奉和推崇“不跟陌生
人说话”，都是一种极端做法。渲染这样
的氛围，不仅容易给孩子带来误导，也
容易制造社会恐慌情绪。

案情越是扑朔迷离，舆论围观时越
需要保持耐心。目前，真相未明，谁也无
法下一个结论。不妨克制“脑补”冲动，
等待警方的搜寻、调查及权威结论。

据澎湃新闻

商务部：
中方不会打压歧视外资企业
将坚决保护外企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11日表示，中国不会打压任何外
资企业，不会歧视任何外资企业，会坚
决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近期有报道称，部分在华外资企
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可能遭受的待遇
表示担忧。高峰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已注意到相关报道，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美方单方面挑起
贸易摩擦，部分在华外资企业的投资
经营信心受到影响，也有一些外资企
业担心受到报复性打压。

高峰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
视利用外资工作。今年以来，中国相继
出台了一些支持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
的举措。比如，颁布了外商投资法，正在
积极制定相关配套法规；缩减了全国和
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
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发布了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促进外资在现代农业、先
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
业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向全国复制推
广自贸试验区第五批18项改革试点经
验，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出台推进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意见，
进一步发挥引资平台作用。

高峰表示，商务部还在不同层面
召开了座谈会，认真听取外资企业有
关意见，积极采纳合理化建议，帮助企
业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这些都充分
表明，中国政府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发
展的决心不会改变。”

高峰表示，中国政府仍将进一步推
动市场开放，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加大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力度，营造更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使中国
始终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外商投资热土。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话：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新华社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11日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话，
全文如下：

7月9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一项价
值约2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M1A2坦克、“毒刺”防空导弹等武器
装备，美国防部已就此通知国会。中国
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是
明确的、一贯的。美方的错误行径严重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干涉中
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
重危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严重
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
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
任何外来干涉。中方敦促美方信守承
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售台武器
计划，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
损害。中国军队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
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外
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和领土完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严雨程 实习记者 吴
阳 综合新京报、南方都市
报、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

浙江9岁女童
被租客带走后失联事件的

章子欣
失联事件
时间轴

7月4日

浙江杭州9
岁女童章子欣被
一对男女租客带
走后失联。7月9
日，章子欣家人
贴出寻人启事。
章子欣的父亲章
军称，这对男女
将孩子骗走，此
后 失 联 。7 月 10
日，淳安警方通
报称，男女已自
杀，对章子欣的
搜寻仍在进行。

7月10日，浙
江象山警方发布
通报称，象山警
方组织警力会同
象山县水利和渔
业局、爵溪街道、
民间救援组织等
多个部门及周边
群众在女孩失踪
区域全面寻找。

章子欣姑父
王先生则告诉记
者，10日在海岸
线一带的一个休
息亭内找到章子
欣的市民卡，“我
们非常担心，因
为小孩失踪的位
置太特别了，如
果是在城市的小
区 里 面 还 好 一
点，我们都不会
这么担心。但是
现在孩子是在海
岸 线 一 带 失 踪
的，搜救结果我
们 可 能 承 受 不
了。”

据了解，观
日亭现场有9支
救 援 队 展 开 陆
上、海上同步搜
救，海上搜寻已
扩展到离海岸15
海里外。

象山野狼救
援队副大队长童
建军表示，本地
人有“南潮北水”
的说法，南潮是
潮水往南退，北
水是涨潮。“她
（章子欣）出事时
是北水，人如果
在海里，会跟着
潮水向北移动。”

讨论最终确
定，12日重点搜
寻海岸线、海岛、
礁石等区域。“我
们会把现有搜救
队伍分开，每队
负责搜寻一片区
域。由于岸线附
近岛礁众多，除
了海岸线的礁石
夹缝，队员还要
上岛搜寻。”林江
说。

而随着事件
引发广泛关注，
众多疑问也一一
涌现。

五大疑问五大疑问
梁邓华和谢某

芳以参加朋友婚礼，
让章子欣做花童为
由，将章子欣从淳安
老家带走。

7月7日上午

两名租客在橘
子酒店办理退房，并
带着章子欣离开。
17时23分

两名租客带着
章子欣从象山县黄
金海岸大酒店门口
经过，此时章子欣家
人已经与两名租客
联系不上。
19时18分

两名租客带着
章子欣出现在象山县
松兰山往爵溪街道的
路上，这也成为目前
所掌握的章子欣出现
的最后地理位置。
22时20分

两名租客出现
在象山县松兰山至爵
溪街道的沿海道路
上，章子欣不见踪影。
23时01分

两名租客在爵
溪街道东门十字路口
处搭乘出租车离开。

7月6日

两名租客
带着章子欣入
住宁波市海曙
区宁波站橘子
酒店。

7月8日
0时左右
两名租客

搭乘出租车来
到宁波鄞州区
东钱湖景区附
近的一个十字
路口并下车。当
时两人各背一
个背包，乘车期
间全程没有接
打过电话，也没
有说话。

7月8日0时许

两名租客
在东钱湖跳湖
自杀，两人衣服
捆绑在一起。

7月10日晚间

章子欣的市民
卡在象山县海岸线
附近的一个凉亭内
找到。

7月11日

对章子欣的搜
寻扩大至离海岸15
海里外范围。

疑问 章子欣如何被带走？

1 章子欣的父亲章军告诉记者，
章子欣的爷爷奶奶带着章子欣在
淳安县千岛湖镇清溪村居住，在一
家连锁酒店旁卖水果。

据章子欣的奶奶介绍，6月
初，她与丈夫遇到广东口音的男
女梁邓华、谢某芳，对方称住在该
酒店，两人经常在其摊位上买水
果，“次次都跟她聊天”。两个人在
酒店住了大约半个月，原本准备7月
6日乘飞机离开当地，后来见到章子
欣，便退掉了机票，并提出以每月

500元的价格在她家租房，这两人后
来直接付了500元房租到其手机上，
付完房租后还问章子欣是否在家。6
月29日，两名租客正式住进章家，
租房期间很少出门。7月2日晚，租
客称，要在7月4日带章子欣做花
童。7月4日早上，两人带孩子离开。

章军称，刚开始两位老人都
没同意，他也要求：“一定要孩子
爷爷一起去才可以。”但后来，这
两个人用各种方法哄骗老人，让
他们答应将孩子带走。

章子欣的姑姑介绍，租客男女
均将自己身份证拍下给两位老人，
老人觉得“现在的技术都这么好，什
么都是监控，即使是什么样子都能
够把人找回来”，于是答应。最初，
孩子的家属了解到的情况还算正
常。章子欣的奶奶说，7月4日中午
和晚上都跟章子欣通过电话，章
子欣说她玩得很开心，还叫奶奶
不要操心，5日她又跟章子欣通过
好几次电话，章子欣则依旧回复
称吃住都挺好。

疑问

2
章子欣的家属如何寻找她？

章军最先察觉到异样。
章军在社交媒体回忆称，女儿

挺警觉，被带走时用奶奶的手机，拍
下男租客的身份证发送给他。

他称，7月4日中午，得知其女
儿被带走后，他马上添加了对方微
信：“刚开始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发
朋友圈，朋友圈上面有我女儿玩的
照片，还发带孩子玩的视频给我。”
租客曾向章军承诺7月6日将她带
回。但6日章子欣未回。此后章军多
次催促对方将女儿尽快带回。

章军说，对方先以“买不到车
票”等借口搪塞。7月7日章军提出要

接女儿回来。对方则称正在带章子
欣回来，并发送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在私家车中拍摄，
能看到章子欣坐在后座。窗外的
路牌显示的“海山路、万象路”，记
者查询到位于浙江象山。

7月7日傍晚，与梁邓华的微信
聊天中，章军表示“今晚我一定要见
到我女儿”，否则将会报警，对方则
表示“今晚回去”，向章军保证晚上9
点将章子欣送达。然而当天下午5
点，对方发微信消息称手机没电了，
充电器也坏了。随后“电话也打不
通，微信也不回”。章军随即报警。

7月9日，章子欣家属发布寻
人启事，附上了梁邓华的身份证
照片和章子欣的生活照。

警方查到两名租客出现在宁
波后，章军赶往宁波。随后，宁波
市所属的象山县警方查明，三人
于7月7日19时18分许，在象山县
松兰山到爵溪街道的路上出现。3
小时后，22时20 分许，两人出现
在监控画面，但未见小女孩；23时
许，梁、谢两人在爵溪街道东门十
字路口乘出租车离开。7月8日凌
晨，梁某华、谢某芳已在宁波某地
自杀身亡，女孩下落不明。

疑问 章子欣的母亲对此事有何反应？

3 7月11日，章子欣的妈妈曾女
士在电话中告诉记者，7月10日晚
上，她才从孩子姑父口中得知章
子欣出事的消息。

曾女士称，自己听到消息时
“急哭了”，“昨天晚上我一直在看
新的消息，看了一个晚上。”她说，7
月8日与章军的沟通中，章军告诉
她，女儿“被人骗走了”，“我问他
（章军）是怎么让人家骗走的，他就
说他不想说，我就没怎么问。”

曾女士称，自己近年来都在
广东工作，数年前，她与章军就因

感情不和分开。
她回忆，此后，她想和章军离

婚，但章军直到2019年6月底才同
意。她便从东莞赶往重庆，和舅舅
一起赶往淳安。她说，7月7日，她准
备与章军办理离婚手续，住在千岛
湖镇上的旅馆，并未回到其家中。

曾女士解释，不回家是因为章
军怕其父母对她有意见，让她到旅
馆住。7月8日，两人在民政局离婚。

曾女士回忆，她与章军认识
时，他们都在绍兴一家厂里上班。
后来，章军离开工厂，换了很多工

作。2015年章子欣5岁的时候，因有
大约半个月时间无法联系上章军，
她在绍兴一个人带孩子压力很大，
便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中。此后
再也没有和章子欣见过面。

她回忆，最初，她偶尔会和孩
子和其爷爷奶奶电话沟通，在2016
年前后，她给章子欣买了衣服和玩
具，并和她最后一次电话联系。

记者向其询问此后没有探望
章子欣的原因，她回答说，自己对
回去感到害怕。她还表示，她并不
认识两名租客。

疑问 两名租客来自何方？

4 象山县公安局通报显示，两
名租客分别是梁某华（男，43岁，
广东省化州市人）、谢某芳（女，46
岁，广东省化州市人）。记者了解
到，梁某华本名梁邓华，身份证登
记地址为广东省化州市官桥镇六
堆大墩坡村。

7月10日，六堆村一名村干部介
绍，大墩坡村为六堆村的自然村，梁
邓华十多年前离家，之后村子上就
没有他的消息，梁邓华在其父亲去
世时都没有回家操办丧事。

六堆村彭姓支书介绍，梁邓
华家中有三兄弟。梁邓华小学文

化，一直以打工为生。他表示，印
象中梁邓华的精神状态是正常
的，育有一儿一女，“一次的吵架
中，妻子烧了结婚证”“儿子在读
初中，女儿没读书了。”

大墩坡村村干部表示，7月10
日上午，梁邓华家人接到警方消息
后，才得知梁邓华和一名女子跳湖
自杀，当天便赶往事发地。这名村干
部表示，与梁邓华一起自杀的那名
女子并不是他们村的人，他也从未
见过那名女子。

对于梁邓华离家的原因，梁
邓华同村村民表示是因为梁邓华

曾养鸡欠债，但当时的梁邓华并
没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

租客谢某芳所在的广东化州
市某村林姓支书说，谢某芳自杀
后，当地警方已派人联系过村里，
目前谢某芳的几个兄弟姐妹仍住
在村里。

他介绍，谢某芳此前曾多次
以要买房、做生意为由向几个兄
妹借钱，曾向她哥哥借款50万，但
借钱后家里人却联系不上她，“几
个兄弟姐妹她都借遍了”。

他说，如今提起谢某芳，家里
人都恨之入骨。

疑问 失联锁定区域未发现踪迹，孩子会在哪里？

5 警方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7
月7日19时18分，两名租客带着孩
子出现在象山县松兰山往爵溪街
道的路上，这也成为目前所掌握
的孩子出现的最后地理位置。7月
7日22时20分，两名租客又出现在
象山县松兰山至爵溪街道的沿海
道路上，此时孩子已经不见踪影。

7月10日，警方及民间救援组
织根据监控画面，锁定直径2公里范
围章子欣失联区域，象山县公安局
组织警力同水利和渔业局、爵溪街
道、民间搜救组织等多个部门及周
边群众，在这一范围展开全面搜寻。

当晚，章子欣的市民卡在象山

县海岸线附近的一个凉亭内找到，
直至当晚20时，海水涨潮，搜寻工作
停止，但孩子仍未找到。山地搜寻人
员展开拉网式搜寻，对树上及地面
进行认真排查，截至当晚10时也没
有找到关于章子欣的任何踪迹。

章子欣的姑父表示，因为找到
市民卡的位置比较特别，更让人担
心起来。他介绍，游人可以从凉亭
直接下到海里，如果章子欣的市民
卡是在城市小区内找到还好一些，

“搜寻结果我们可能承受不了。”
7月11日上午，记者从象山县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一位民警处
了解到，目前参与搜寻章子欣的

人员已经增加至400余人。
象山县雄鹰应急救援队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截至7月11日10
时，被锁定的直径2公里章子欣失
联区域搜寻工作已经完毕，通过
声呐对海域进行探测扫描，使用
摩托艇、快艇对海面进行搜寻，以
及搜救人员对山地展开拉网式搜
寻，均未发现章子欣踪迹。目前搜
寻范围已从直径2公里范围扩大
至直径10公里范围。

事发后，章军手机电话一个
接着一个，他告诉记者，现在他的
心情很复杂，只希望女儿能够快
点被找到。

7月5日至6日

两人给章子欣
家人发微信视频称，
章子欣很听话，但具
体位置并无人知道。

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
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2”号交付

据新华社电 我国第一艘自主建
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11日在上海交付，并将于今年底
首航南极，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
支撑能力取得新的突破。

当天，在红白相间、雄伟靓丽的
“雪龙2”号上，自然资源部举行了媒体
通气会。据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
室主任秦为稼介绍，“雪龙2”号建造工
程由自然资源部所属的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组织实施，按照“国内外联合设
计，国内建造”的模式，由芬兰阿克北
极有限公司承担基本设计，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开展详
细设计，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建造。

“雪龙2”号船长122.5米，型宽22.32
米，设计吃水7.85米，设计排水量13996
吨，航速12-15节；续航力2万海里，自持
力60天，具备全球航行能力；能满足无
限航区要求，可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
能以2-3节的航速在冰厚1.5米+雪厚
0.2米的条件下连续破冰航行。

据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委主任胡可一介绍，“雪龙2”号融
合了国际新一代考察船的技术、功能
需求和绿色环保理念，采用国际先进
的船艏船艉双向破冰船型设计，具备
全回转电力推进功能和冲撞破冰能
力，可实现极区原地360°自由转动。

秦为稼表示，“雪龙2”号装备有国
际先进的海洋调查和观测设备，能实
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成和自洽，在极
地冰区海洋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学、
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科学考察，今后将
成为我国开展极地海洋环境调查和科
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在今年下半年我国开展的第36次
南极考察任务中，“雪龙2”号将与“雪
龙”号一起编队，共同奔赴南极中山站。

7月11日，搜救现场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