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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中国游客
在巴黎近郊被抢

据法国媒体 4 日报道，多名中国
游客本月2 日在巴黎近郊被抢劫。中
国驻法国大使馆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
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已要求法国警
方尽快破案。

据使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尚未有被抢中国游客与使馆联系。在
看到法国媒体相关报道后，使馆已在
第一时间联系法国警方并督促其尽快
破案，法国警方表示将全力侦破此案。

据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等媒体4
日报道，巴黎时间 2 日晚 8 时 40 分左
右，多名中国游客在位于巴黎东南郊
的瓦勒德马恩省弗雷讷市一家宾馆门
口的停车场集合时，4 名匪徒向人群
扔出催泪瓦斯，借机实施抢劫。据报
道，至少有2 名中国游客因吸入催泪
瓦斯产生轻微不适，多人财物被抢，损
失金额目前尚不清楚。

另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此次被
抢的中国旅游团将近40人，他们已于巴
黎时间3日启程回国。报道说，今年底到
法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较多，劫匪特意选
择这一时机作案。中国等国游客被普遍
认为有携带现金的习惯，也是其常成为
劫匪抢劫目标的原因之一。

中国驻法大使馆近年来已多次在
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安全提醒，赴法旅
游的中国公民和旅法侨胞应提高风险
防范意识，特别是在晚上外出活动时，
提高警惕，加强自我安全保护。如遇紧
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法使
领馆联系。 （新华社）

·4日晚，沙特国
王萨勒曼宣布成立
以王储穆罕默德为
主席的最高反腐委
员会，严厉打击侵占
国家利益的各种腐
败行为和包括王室
成员、政府高官在内
的所有腐败人员。

·据沙特阿拉伯阿
拉比亚电视台5日
报道，在沙特国王萨
勒曼4日宣布成立
最高反腐委员会的
当晚，就有 11名王
子、4名现任大臣和
11名前大臣因涉贪
被逮捕。

·据沙特新闻网站
“萨巴格”报道，被捕
的王子中，包括前利
雅得省省长、国防部
前副大臣和一名王
子富商。被捕的高官
中，有现任经济和计
划大臣、前财政大
臣、前皇家典礼局局
长、前沙特航空公司
总裁、前沙特电信公
司总裁等。

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
穆罕默德王储有着推动沙
特转型的勃勃雄心。

去年 4 月，时任副王储
的穆罕默德便推出了“2030
愿景”，主要内容包括建立2
万亿美元的巨型主权财富
基金、出售国家石油公司股
权、削减石油补贴和扩大投
资，试图通过经济和社会改
革的“双轮驱动”，实现沙特
的成功转型。

就任王储后，穆罕默德
巩 固 了 在 国 内 的 权 力 ，

“2030愿景”的执行力更强。
在社会改革方面，他主张允
许女性驾车，鼓励妇女参政
议政，改变沙特保守封闭的
国际形象。近日，他甚至公
开宣布，沙特应该回归对所
有信仰都持开放态度的“温
和伊斯兰”国家。

穆罕默德有两儿两女。
由于每天忙于政务，他把教
育孩子的重任托付给妻子
萨拉公主。当有媒体询问其
家庭情况时，穆罕默德会露
出招牌式的灿烂笑容：“妻
子经常因为教育孩子的问
题向我诉苦。”

在军事和外交领域，穆
罕默德则展现强悍风格。

在伊朗问题上，穆罕默
德态度强硬，声称要对伊朗

“硬碰硬”，除非伊朗改变其
政策。2015 年 3 月，刚担任
国防大臣不久的穆罕默德
就发动了对也门胡塞武装
的军事行动。此外，他还主
张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

穆罕默德这两年多来
访问了多个主要大国，同一
些大国领导人建立了密切
联系，为沙特谋求国际支
持，同时也提升了他个人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他2015
年 5 月访问美国后，时任美
国总统奥巴马曾评价他“非
常博学、聪明、智慧”。

今年 3 月，穆罕默德再
次访问美国，同新任总统特
朗普会面，并劝说特朗普将
就任后首访放在沙特。果
然，特朗普首访从沙特开
始，打破了多年来美国总统
首访邻国墨西哥或加拿大
的惯例。

不过，穆罕默德推动沙
特转型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其新政要想取得成功，不仅
要团结相对开明的精英阶
层，更关键的是要克服宗教
保守势力的阻力，有效动员
起普通民众。 （新华社）

在外界看来，穆罕默德通
往储君之路，也充满着种种戏
剧性情节。

与大多数沙特王子选择去
欧美留学不同，穆罕默德始终
扎根沙特。他在利雅得念完小
学、初中和高中，考入沙特最高
学府——沙特国王大学，攻读
法律专业。

2007 年 ，年 仅 22 岁 的 穆
罕默德被任命为沙特内阁专
家委员会法律顾问，开启了从

政之路。两年后，他被时任利
雅得省省长的父亲调到身边
做顾问。

2015 年 1 月 23 日，时任国
王阿卜杜拉病逝，萨勒曼当天
继位并任命侄子穆罕默德·本·
纳伊夫为副王储，排位在阿卜
杜拉指定的王储穆格林之后。
同时，萨勒曼任命儿子穆罕默
德担任国防大臣一职。6 天后，
萨勒曼再次改组内阁，任命穆
罕默德为国家经济和发展委员

会主席，这一职务被视为掌管
沙特最高经济权力。

同年4月，萨勒曼免去穆格
林的王储职务，由纳伊夫接替，
同时任命穆罕默德为副王储。
这意味着后者进入沙特王位继
承序列。

2017 年 6 月 21 日，萨勒曼
再度废黜王储，立穆罕默德为
王储。这是沙特 1932 年建国以
来，王位继承序列上首次出现
父子承袭的关系。

据沙特媒体报道，被捕的
王子中，包括有“沙特首富”之
称的阿勒瓦利德、前利雅得省
省长等；被捕高官则包括经济
和计划大臣、前财政大臣、前沙
特航空公司总裁、前沙特电信
公司总裁等。

作为新晋的最高反腐委员
会主席，穆罕默德王储显然在
这场声势惊人的“反腐风暴”中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自半年前被立为接班人以
来，在萨勒曼国王支持下，穆罕
默德王储主导推出一系列政策
举措，在国内外屡屡制造轰动

效应，特别是在赋予沙特女性
一些此前被禁锢的权利方面。

今年7月，沙特教育部首次
允许公立学校女生开展体育活
动。9月，萨勒曼国王颁布命令，
允许女性从 2018 年 6 月起驾
车，这是沙特女性首次获得驾
车权。10 月，沙特体育总局宣
布，从明年初起，沙特女性可以
进入该国3个体育场观看比赛。

穆罕默德王储的大手笔改
革计划并不仅限于此。日前，他
宣布了一项空前宏伟的建城计
划，将投资 5000 亿美元在沙特
西北部打造一座新城。新城将

聚焦能源与水、生物科技、食
品、先进制造业和娱乐业等九
大行业，未来完全依靠新型能
源供电。他将这座未来新城形
容为“全球追梦者之地”。

作为世界石油出口大国，
沙特近年受国际油价低迷影响
甚巨。现任国王萨勒曼2015年1
月继位后，一步步将儿子穆罕
默德扶上王储之位，并支持其
大展拳脚，推出一系列经济社
会改革举措。在沙特的西方外
交官圈子里，穆罕默德王储因
此被称为“总管先生”。

沙特反腐沙特反腐
11王子被捕

沙特国王萨勒曼4日晚宣布，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当晚，
11名王子、4名现任大臣、11名前大臣因涉贪被捕。

穆罕默德自今年6月被擢升为王储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重塑沙特形象的重大举措。而这场突
如其来的“反腐风暴”，更是让这位31岁的王储再次站到了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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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于 2009 年在阿富汗擅离职
守的美军中士鲍·伯格达尔3 日被美
国一家军事法庭判以开除军籍等处
罚，逃过牢狱之灾。

2009年，在阿富汗服役的伯格达
尔擅离岗位，后被塔利班俘虏、关押。
数名美军士兵在搜寻他的过程中受重
伤。2014年，美国政府释放5名塔利班
成员换回伯格达尔。此事在美国引发
争议。伯格达尔回国后一直在得克萨
斯州一处军事基地工作。

伯格达尔上月承认他曾擅离岗位
并“在敌人面前做出不当行为”。这使
他面临最重为终身监禁的处罚。本周，
他出庭时向当年因搜寻他而承受痛苦
的战友道歉。

根据军事法庭法官杰弗里·南斯
3日的判决，现年31岁的伯格达尔将
被开除军籍、降为二等兵、罚款1万美
元（约合6.6万元人民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竞
选总统时说，伯格达尔是“叛徒”，“早
应被处决”。3日，特朗普在社交网络上
留言，军事法庭对伯格达尔的判决是

“我们国家和军队彻头彻尾的耻辱”。
一名当年在搜寻伯格达尔时右手

因被榴弹击中而严重受损的原美军人
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对判决表达
不满，称这是“打脸”。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根据美国
军队规定，由于伯格达尔被判开除军
籍，他的案件将被自动提交至军事上
诉法庭审核。

伯格达尔的律师此前表示，特朗
普针对伯格达尔的激烈言论对伯格达
尔不利。不过，法官南斯3日说，特朗
普的言论没有影响裁决。 （新华社）

美国“换回的逃兵”
被判开除军籍

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 图据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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