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国公民在法国被“蹊跷”枪杀，从而在
巴黎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骚乱

●据悉，巴黎警察总局局长表示，三个涉事警
察已经暂时停职等待接受调查，包括“受伤”警察

●而35个被捕的华人已有26人被释放，其
余的9人在延长羁押24小时后，经过法律程序
后，将尽快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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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 死者或有精神病？

事发后，一度传出刘某或有精神疾病
的消息。华人之家维权中心主任曹华钦在
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当时医生证
明就说了刘某没有病。”

据当地华人爆料，2012年，因为孩子
不用功读书，天天看电视玩电脑。有一次，
刘某一气之下把电视机扔到了楼下花园
里，于是被警察带到精神病院做了检查，
但医生并没有发现刘某有任何精神疾病。

至于警方是否可以破门而入，击毙刘
某。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晚，警方
接到报警，称情况紧急，有人喊救命，听到
刘家屋内声音嘈杂混乱。

红星新闻就此联系到一位法国警察的
家属，据其介绍：“如果不是紧急情况，警察撞
门闯入，肯定丢工作。跟美国警察不同，法国
警察所受约束相当严格，拔枪后果相当严重。
每一颗子弹的用途都会被严格审查，一旦确
认使用不当，立即开除，所以绝对不可能轻易
拔枪，毕竟没人会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对此，红星新闻电话联系巴黎警局，
但无人接听。

猜测 家庭纠纷导致悲剧？

法新社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警方接到家庭纠纷的报案后出警。当事男
子在“门开后”持利器袭警，致一名警员受
伤，另一名同行警员开枪将男子打死。

死者家属否认上述说法。律师加尔
文·若布说，死者家属“完全不认同”警方
的说法，他没有伤人，当时只是“拿着一把
剪刀在剖鱼”。另外，死者家属坚称，当天
并没有发生家庭纠纷，而是一名邻居听到
喧哗声后报警。若布说，警察“破门而入”，
把死者推开，在没有示警的情况下直接朝
他开枪。 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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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07

枪杀中国公民
法国警察被关押审查

中方提出紧急交涉 35名被捕华人将被先后释放

2017年3月30日
星期四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定于30日
就是否批捕朴槿惠进行审理。韩国检
方28日证实，朴槿惠届时将亲自到场
接受审问。按韩联社的说法，法院将于
30日晚些时候或31日就是否签发逮捕
令作出判决。

韩国检方27日向首尔中央地方法
院申请逮捕朴槿惠。按检方的说法，鉴
于朴槿惠所涉罪行情节严重且有毁灭
证据的可能性，检方决定申请逮捕令。

检方次日说，朴槿惠的律师已
通知他们，朴槿惠将亲自到法院接
受审问。

朴槿惠是继卢泰愚、全斗焕后，第
三名被检方提请批捕的韩国前总统。
前两人后来均被逮捕。

如果法院签发了针对朴槿惠的逮
捕令，检方将有至多20天时间继续调
查，并且最终正式起诉朴槿惠、把她送
上法庭。不过，如果法院拒绝批准逮捕
令，检方仍可以继续起诉朴槿惠。

就是否应该逮捕朴槿惠，韩国政
界意见不一。

那么，一旦法院批准逮捕令，朴槿
惠将在拘留所中过怎样的生活，她是
否会因前总统的身份而得到额外照
顾？

一些了解相关程序的前检察官和
监狱官员透露，朴槿惠将被安排在比
其他人面积稍大一些的单人囚室，并
且配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间，但她可
能无法保留标志性的发髻。

曾参与讯问两名前总统的前检察
官透露，一旦朴槿惠被捕，与其他人相
比，她只有一项特权，即可住在比普通
囚室面积稍大的单人囚室里。此外，在
隔壁房间配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间。

普通单人囚室面积约为6.56平方
米，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所住
的就是这种标准。李在镕的囚室中没
有淋浴设施，只有洗手池和马桶，并且
都在囚室内。

根据规定，朴槿惠每天必须6时30
分起床，晚上21时上床休息。她每天仅
可见一名访客，并且时间有限。不过，
她可随时与律师见面，时间不受限。囚
室内配有电视，但仅有一个频道，播放
事先录制好的节目。

朴槿惠的伙食标准也将和其他人
一样，每天总摄入热量为2500卡路里，
菜单每天轮换。

如果法院31日凌晨宣布批准逮捕
令，那么31日将成为朴槿惠在拘留所
生活的第一天。当天的午饭包括米饭、
豆芽、泡菜、圆白菜和海带，价格为
1443韩元（约合9元人民币）。

了解拘留所相关规定的律师透
露，朴槿惠一旦被捕，将无法保留标志
性的发髻。根据相关规定，朴槿惠在拘
留所中不得戴发卡，并且无法接受拘
留所以外的发型师服务。拘留所内配
有发型师，但仅提供剪发服务。

（新华社）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将在当地时间29号
致函欧盟，要求触发《里斯本条约》第
50条，与欧盟方面正式展开“脱欧”谈
判。这也就意味着，在英国全民公决退
出欧盟九个月后，“脱欧发令枪”终于
打响。据外媒报道指出，在首相特蕾
莎·梅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离婚
条款”后，就无法再回头。

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为“脱
欧”成员国制定的退出机制，如果没有
得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延期，
英国将在两年后脱离欧盟。预计，2019
年4月，英国或将最终完成脱欧。

在英华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
脱欧消息发出开始，英国物价就开始上
涨。此外，英国脱欧带给当地华人的影
响还有局势不稳定带来的不安全感。

英国《每日邮报》评论说，与欧盟
的谈判存在不确定性，是“友好分手”，
还是“不欢而散”，谁都无法断言。报道
指出，可以预见，英欧在移民、关税、

“分手费”等敏感复杂议题上的谈判难
度不小。

舆论猜测，今年是法国与德国大
选之年，为防范可能再度出现的对欧
洲一体化的冲击，欧盟在对英国的“脱
欧”谈判中会尽力表现出强势，以儆效
尤。英国如果想要顺利按照之前拟定
的目标“脱欧”，势必在谈判桌上面临
一场恶战。

而就在启动“脱欧”前不到24小时，
苏格兰议会28日举行投票，多数议员支
持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执政党苏格兰
民族党领袖斯特金提出的举行第二次
独立公投的提案。但这项提案必须获得
英国政府批准后才能正式实施。

（新华社、法制晚报、央广）

神秘买家购得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在纽约皇后区的儿时住
所。美国《纽约时报》27日报道，这笔
交易由一名律师出面，而这名律师
专注中国人地产投资业务。

买家支付超过200万美元买下
这处房产，本月23日完成交易。买家
以“特朗普诞生屋公司”的名义购
买，故身份不详。

代表买方的律师名为迈克尔·
X·唐（音译），拒绝披露交易信息。
据网络地产机构特鲁利亚公司，214
万美元的成交价，相当于同一区域

同类房屋均价的两倍多。
而据《纽约时报》报道，买主并

非来自美国本土，而是一位来自中
国的神秘买家，并且还是一名女子。
外界都在猜测，这位神秘中国买家
究竟是谁？

父亲建的房子
特朗普只住到4岁

特朗普出生于纽约皇后区，是
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而他出生证明
中的地址，就是这栋房屋所在地

——纽约皇后区维尔汉姆85-15。
这套房产共两层，有5间卧室、

火炉、阳光室和独立车库。楼上一间
据称是特朗普曾睡过的房间里，装
饰有一张美国地图，床铺也是象征
美国国旗的红白蓝色彩；而在楼下，
书架上的一张图片上写道，“远大梦
想！（Dream Big）”

据了解，这栋楼房由特朗普的
父亲弗雷德·特朗普于1940年建成，
特朗普从出生开始就住在这里直到
4岁。此后，他们一家搬到一栋更加
气派的红色砖房。

知情人说
买主是位中国女子

今年1月，当这处住宅出现在拍
卖网站后，访客便开始纷至沓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说，
这些人最初在1月末抵达，几辆黑色
的凯迪拉克汽车沿着一条小街行
驶，抵达了这座旧居，几位穿着西装
的人下了车，说着中文。

3月23日，该栋房屋的交易正式
结束。据透露，买家以“特朗普诞生
屋公司”的名义购买，故身份不详。
但这笔交易的知情人说，买主是位
中国女子。

据报道，“特朗普诞生屋公司”
在其网站上宣称，他们专门代理中
国投资者在美国购置地产等事宜，
公司地址就在纽约皇后区。但公司
的代表律师迈克尔·X·唐（音译）拒
绝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拍卖方派拉蒙物业的管理人员
Misha Haghani说：“我本以为房子
会被一个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买
走，但现在看来，这位买主很有可能
是一名海外的特朗普粉丝。”

凯西·韩是一名专为中国买家
代理高端房地产业务的经纪人，她
说：“看到特朗普童年旧居准备出售
的消息时，我就知道一定会引起很
多中国买家的注意。”

几经易主
前房主转卖赚70万美元

事实上，这栋旧居早已几次转
手。2008年，经营着一家餐馆的埃萨
克和妻子以78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
它。2016年夏天，这对夫妻因办理离
婚，决定将其挂在网上出售，标价
165万美元。

2016年10月，该房屋以84.9万美
元起拍。当时，特朗普胜势初显，房
地产投资商迈克尔·戴维斯以140万
美元的价格将其收入囊中。几个月
后，迈克尔就再一次将该房屋出手，
以214万美元的高价卖出，转手就赚
了70多万美元。

在拍卖前的一场脱口秀中，特
朗普曾提及，他自己都想买下这栋
房子。但Misha称，他认为买家应该
不是特朗普。

Misha称，“这栋房子的价格难
以估量，倒不是房子本身有多么奢
华，而是因为它和美国现任总统特
朗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这栋房子将被如何改造
还没有确切意见。Misha说，虽然买
主的代理人曾经表达过要改造成
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意图，但是
这一切目前都还只是计划。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实习生 翟佳琦

●近日，特朗普儿时
居住过的一栋不甚起眼的
房子以214万美元（约合
1475万人民币）的高价被
卖出。

●《纽约时报》报道，
买主并非来自美国本土，
而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神秘
买家，并且还是一名女子。

●据悉，虽然买主的
代理人曾经表达过要改造
成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
意图，但是这一切目前都
还只是计划。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定于30
日就是否批捕朴槿惠进行审理，朴槿
惠将亲自到场接受审问。

●据了解，一旦被捕，朴槿惠拘留
所生活能住得比三星“太子”好些，但
标志性发髻恐难保留。

●据悉，如果法院方面届时拒绝
批准逮捕令，检方仍可以继续起诉朴
槿惠。

是否逮捕朴槿惠
今日见分晓

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高价买走特朗普旧居是谁？
神秘中国女子，或为其粉丝

据《欧洲时报》报道称，当地
时间28日下午，巴黎警察总局局
长卡杜表示，三个涉事警察已经
暂时停职等待接受调查。法国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王
加清也表示，目前在26日晚枪杀
刘姓中国公民的警察已经被停
职关押审查。法国警察内部两个
独立部门的审查程序也已经紧
急启动。

当地时间26日晚，一名旅
法中国公民在巴黎家中被法国
便衣警察开枪射杀。法国外交
部发言人纳达尔在当天的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保护所有在法
中国公民安全是法国政府的优
先考量。法国内政部和巴黎警
察局正在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以便查明真相。

最新进展
涉事警察被停职
警方已展开内部调查

《欧洲时报》报道称，3月28
日下午，巴黎警察总局局长卡杜
及总局主要负责人与华界代表
举行会谈，就中国公民刘某被警
察枪杀一案进行沟通，回答了华
界代表的系列问题，并表示将加
速司法调查，尽快澄清案件真
相。

警察总长表示，三个涉事
警察已经暂时停职等待接受调
查，包括“受伤”警察。他表示，
允许华人举行合法的悼念活
动，而35个被捕的华人已有26
人被释放，其余的9人在延长羁
押24小时后，经过法律程序后，
将尽快释放。警察监督机构的
负责人则表示，目前调查的结
果与家属的证词还有一些出
入，他们将深入该社区，进行更
加详细的调查。

会后，参加会议的法国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王加
清也表示，现在开枪警察已经停
职关押受审，警察内部两个独立
部门的审查程序也已经紧急启
动。而此前被捕的35位同胞，也
将很快被释放。

据央视报道，28日案件调查

全面展开，死者家属前往法国国
家警察监察总署进行听证。报道
还称，死者家属在听证后随警方
调查员回到现场协助调查。

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表示，
法国警方将在数周内出具一份
调查报告。在报告出台后他们将
决定如何进行维权。

代理律师表示，法国警察破
门而入是有条件的，首先警方需
要确认有犯罪行为正在发生，而
警察只能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
才可以使用他们的武器。而正当
防卫的情况，法国法律规定得很
清楚，比如需要发出警告，需要
反击适当，必须面临迫在眉睫的
危险等。而家属告知的信息可以
看到，死者没有攻击性，也没有
家庭暴力，而警方在开枪前并没
有发出警告。

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
称，警方已经询问死者全部家庭
成员，包括不在场的妻子。案发
时，死者有4个孩子在家，但都没
有目睹枪击经过。

华人行动
巴黎警局前
华人华侨连续第二夜集会

巴黎19区警察局前，数百名
示威者28日夜继续举行烛光集
会，抗议警察执法不当，致死一
名旅法中国公民。示威者来自亚
裔社区、华人社区和反种族主义
团体，大多是华人华侨。他们拉
起写有“为了和平与正义，反对
暴力”“警察是保护者吗”等字样
的条幅，点燃蜡烛置于地面，摆
放鲜花并喊起口号。

一些示威者手举法国国旗
和中国国旗。警察在现场持盾警
戒。人群中有人点燃爆竹。防暴
警车使用催泪瓦斯驱离这部分
示威者。

相较前一天晚上的抗议活
动，28日的集会较为平静。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纳达尔
28日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
示，保护所有在法中国公民安全
是法国政府的优先考量，相关部
门正就事件展开调查。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9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介绍，法国外交部、内
政部负责人均表示，将严肃认真
对待旅法华侨遭枪击身亡事件，
尽快完成调查程序，早日公布事
件真相。

当地时间26日晚，1名旅法华
侨在巴黎家中被法国便衣警察开
枪射杀，一些旅法侨胞前往警局请
愿，与警方发生冲突。

陆慷说，3月28日，外交部领事
司和驻法国使馆负责人先后分别
向法驻华使馆、内政部及警方负责
人提出紧急交涉，表达中方严重关
切，要求法方尽快查明真相，公布
调查结果，理解中国旅法侨胞对此
事的反应，保持克制，避免再次发
生冲突导致事态升级，积极回应相
关人员合理诉求，希望法方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保障在法中国公民安

全和合法权益。
陆慷介绍，法外交部、内政部

负责人均表示，将严肃认真对待此
事，尽快完成调查程序，早日公布
事件真相。据法方通报，涉事警察
已被停职接受调查，此前因向法警
方请愿与警方发生冲突被拘押的
人员多数已获释。

陆慷说，我们也注意到法国外
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法方正就此
案展开调查，保障所有在法中国侨
民安全是法国政府的优先考量。法
国近几个月已采取强化措施，为旅
法侨胞提供最好的接待条件和安
全条件。

陆慷说，外交部、驻法国使馆
将继续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敦促法
方妥善处理。“同时，我们也主张广
大旅法侨胞依法、理性维权。”

（新华社、法制晚报、澎湃新闻）

法方表示尽快完成调查
将早日公布事件真相

中方交涉 事件追踪

28日，当地华人到巴黎19区警察局外集会抗议

特朗普童年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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