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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交部回应英国货车39人死亡最新情况：

英国警方尚无法确认遇难者国籍
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28日发表

声明说，日前发生在该郡的货车惨
案涉事司机已于当天出庭受审。

根据声明，货车司机名为莫里
斯·鲁宾逊，现年25岁，来自英国北
爱尔兰，在23日案发当天即被警方
拘押。他被控39项过失杀人罪以及
共谋贩运人口、协助非法移民偷渡
和洗钱等罪行。

鲁宾逊当天通过视频接受了英
格兰地方法院的庭审。针对他的下
次庭审定于11月25日在伦敦的中央

刑事法庭举行。
埃塞克斯郡警方27日说，另有两

男一女因涉嫌参与本案被捕，但这三
人目前均已获保释。埃塞克斯郡警方
称，在涉案货车中发现的39具尸体已
全部移至医院进行尸检，警方将通过
比对牙齿、指纹和DNA等方式确认
死者身份。警方还收集整理出受害者
衣物、手机等总计超过500件物品。但
核实死者身份的过程依然需要很长
时间，为此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线
索、协助调查。 （新华社）

2019年10月28日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关于英国货车39人死亡的
案件，你能否提供一些最新的情
况？

答：截至目前，英国警方仍在
对此案进行调查，并且已经对外介
绍了有关的进展情况。英国警方仍
然表示，尚无法确认遇难者的国籍。

中国驻英国使馆也一直与英
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求英方提
供更多有效信息，以便进一步核实
遇难者身份。

这里我还要再次强调，无论遇

难者来自哪里，这都是一起非常不
幸的悲剧，我们为此感到痛心。

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问题是
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共同打
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为此
作出努力。

问：有一些猜测，只是猜测，
可能有疑似越南公民的遇难者持
有伪造的中国证件，并有可能通
过中国进入欧洲。中国政府是否
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情况属实？
中方是否直接同越南方面讨论过
这一问题，或者越方是否向中方

寻求更多信息？
答：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截

至目前，英国警方仍在对此案进行
调查，仍然表示尚无法确认遇难者
的国籍，他们也没有向中方提供更
多的信息。

至于你说的所谓的“猜测”，我
不知道这种“猜测”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也希望有关方面在关注这起
事件的时候，要以事实为依据，不
能先入为主，也不能主观臆测。

这里我愿指出，中国驻越南使
馆也在同越南有关部门保持着密
切的联系。 （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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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德斯
赢得阿根廷总统选举

阿根廷官方计票结果27日显示，
中左翼政党联盟候选人阿尔韦托·费
尔南德斯在首轮总统选举中击败现
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当选新一
任总统。

首轮获胜

选举机构已经完成94%选票的计票。
费尔南德斯现年60岁，法学教授，

获得将近48%的选票，马克里的得票
率为40.53%。

依据阿根廷选举法，总统候选人
得票率超过45%，或得票率达到40%且
领先第二名候选人至少10个百分点可
直接当选。

费尔南德斯胜选同时意味着前总
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的回归。克
里斯蒂娜搭档费尔南德斯参选，竞选
副总统职务。两人姓氏相同，但没有亲
属关系。

费尔南德斯2003年至2008年出任
阿根廷政府内阁首席部长。克里斯蒂
娜2007年至2015年任阿根廷总统，是
阿根廷第一名民选女总统。

数千名支持者聚集在费尔南德斯
所属“公民联盟”党位于首都布宜诺斯
艾利斯的总部外，欢呼庆祝。费尔南德
斯面带微笑告诉媒体记者：“对阿根廷
而言，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承诺担责

代表阿根廷中右翼政治力量的
“变革”竞选联盟候选人马克里60岁，
在计票完成将近80%时主动认败，承
诺充任“健康和有建设性的反对党”。

马克里告诉支持者，他已经与费
尔南德斯通电话，邀请后者28日前往
总统府“玫瑰宫”共进早餐，启动政权
有序交接，确保透明。

费尔南德斯在获胜演讲中确认，
他28日一早将与马克里会面，协商交
接事宜。费尔南德斯定于12月10日宣
誓就职。

他投票当天承诺弥合己方阵营与
马克里支持者们的分歧，“那些‘我们’
和‘他们’的日子结束了，我们身处巨大
危机，每个人都要为今后承担责任”。

马克里执政期间主张取消经济管
制措施，改善与国内外投资者的关系。
不过，阿根廷去年经历经济危机和市
场动荡，致使他获得的民意支持率大
幅下滑。

面临困境

阿根廷内政部数据显示，作为拉
丁美洲第二大经济体的阿根廷面临经
济困境之际，这次总统选举投票率高
达80%。

马克里的支持者认为，他的施政
方针不错，会有更好表现，应当给予更
多时间；费尔南德斯的支持者们则相
信，中左翼联盟会改善社会公平，让更
多普通民众受益。

法新社报道，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的费尔南德斯执政，令阿根廷金融市
场担心国家可能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
出现债务违约。

选举前一周，阿根廷比索汇率下
跌5.86%，当周最终以65比索兑换1美
元收盘。威尔逊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古
拉斯·萨尔迪亚斯预期，市场29日开盘
后将以“负面表现”回应。

费尔南德斯先前说，他领导的政
府不会出现债务违约，会寻求与借贷
方重新协商还款条件，以期确保选民
的银行资产安全。

阿根廷当前经济形势严峻，贫困
率升至35%以上；在截至9月的过去12
个月内，通货膨胀率接近38%，比索自
去年1月以来累计贬值70%。

萨尔迪亚斯说：“（后续）许多事取
决于费尔南德斯是否能够作出妥协。”

（新华社）

特朗普说，美方追踪这名
“伊斯兰国”创始人和头目多年，
最近几周得以掌握他的行踪。

特种部队士兵26日深夜在
叙利亚突袭巴格达迪的栖身
地。8架直升机参与行动，美军
没有人丧生。特朗普感谢俄罗
斯、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
库尔德武装提供的帮助。

特朗普说，巴格达迪逃入
一条隧道，而隧道另一端没有
出口，因而最后时刻引爆炸弹
背心自杀。

“巴格达迪逃到隧道尽头，
我方军犬一路追去。他引爆（自
杀）炸弹背心，杀了自己和3个

孩子。”特朗普描述，巴格达迪
的死状难看……他说，美军行
动结束后，带走11个孩子。他没
有解释那些孩子与巴格达迪的
关系。

26日晚身处白宫内观看美
军突袭这名“伊斯兰国”头目的
实时视频画面，他自述感觉“像
在看电影”。特朗普暗示可能发
布那段视频，以便让“伊斯兰
国”追随者知道巴格达迪在生
命最后时刻“（一直在）大哭、呜
咽和尖叫”。

27日，白宫记者会比原定
时间推迟20分钟。

前一天晚上，美国媒体援

引伊拉克和叙利亚消息源报
道，巴格达迪遇袭丧生。

记者会上，特朗普解释，巴
格达迪引爆自杀背心，自己炸成
碎块，隧道同时坍塌……他说，
美军人员在废墟内对遗体取样，
作脱氧核糖核酸（DNA）遗传物
质鉴定，“结果立即得出，完全确
认，那就是他（巴格达迪）”。

按照他的说法，美军行动
中，巴格达迪的一些追随者投
降，巴格达迪的两个妻子落入
美军之手，另一些人被击毙。他
说，美方后续会发布死亡人数。

“伊斯兰国”27日没有确认巴格
达迪的死讯。

国际社会认为，巴格达迪之死
虽是打击“伊斯兰国”的一大进展，
但这一极端组织并未因此被消灭，
全球反恐局势依然严峻。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社交媒体
上说，巴格达迪之死是反恐斗争中
的一个重要时刻，但打击“伊斯兰
国”的战役还没有结束。法国总统
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格达迪
之死对“伊斯兰国”造成了重大打
击，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事件。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
声明说，巴格达迪身亡虽意义重
大，但这不代表“伊斯兰国”的灭
亡，在叙利亚以及全球其他地区仍
有众多该组织的武装分子企图散
播影响并实施恐怖活动。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防务委员会副主席什韦特金表示，
尽管斩首行动会对恐怖组织形成有
效破坏，但会有其他人接替被消灭
的指挥官。应当打击的不仅是头目，
而是整个“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对
恐怖分子进行区分对待，在反恐时
进行的是选择性的打击，利用他们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俄罗斯战略研
究所近东和中东中心主任弗拉基米
尔·菲京说，美国宣布消灭巴格达迪
的时机正赶上美总统大选选前造势
活动。特朗普需要将自己标榜为反
恐领导者和胜利者。华盛顿还希望
凸显其在叙利亚的主导作用，美军
将继续留在叙利亚，控制部分油田
并防止其落入叙政府手中。

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埃在社
交媒体上发文说，杀死巴格达迪并
不能终结“伊斯兰国”及其意识形
态，正如“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
之死并未能根除恐怖主义一样。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齐姆·
朱布里说，巴格达迪身亡虽然将进
一步打击“伊斯兰国”残余武装的
士气，但目前仍有大量追随者受极
端思想蛊惑，恐怖主义的根源尚未
根除。清剿残余武装、挫败可能的
报复行动仍将是伊拉克军方长期
的挑战。“伊斯兰国”仍具发动恐怖
袭击的能力，也仍将是长时间内全
球安全的主要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
已在美军于叙利亚西北部进行的一次针对性夜间军事行动中自杀身亡。特朗普声称，前
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美军特种部队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是大事，而巴格达迪的
死讯是“更大消息”。

伴随巴格达迪身亡，媒体曝出多方埋线布控、锁定这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藏
身地的细节。

伊拉克安全官员说，伊拉克情报人员先前抓获一名巴格达迪心腹，后者成为追踪巴
格达迪的突破口。

现场 美军趁夜行动
巴格达迪最后时刻引爆炸弹背心自杀

路透社27日以两名伊拉克
安全官员为来源独家报道，他
们去年2月取得追踪巴格达迪
的突破，原因是巴格达迪高级
助手伊斯梅尔·埃萨维遭土耳
其方面抓获，移交给伊拉克安
全人员。

埃萨维向伊方人员供述这
些年自己如何逃脱抓捕，称巴
格达迪有时会在装载蔬菜、行
进中的小型公共汽车上与下属
开会，以掩人耳目。

“埃萨维提供了涉及巴格
达迪行踪和藏匿地的有价值信
息，帮助伊拉克多个安全机构
补上‘缺失的多块拼图’，”一名
伊拉克安全官员说，“埃萨维供
出5个在叙利亚与巴格达迪会
面的人，包括他们的详细信息
以及不同会面地点。”

埃萨维有博士学位，伊拉
克情报官员视他为巴格达迪5
名贴身随从之一。他2006年加
入“基地”组织，2008年遭美军
抓获，在狱中度过4年。

加入“伊斯兰国”后，埃萨
维获巴格达迪重用，接掌传达
指令、挑选指挥官等工作。伊拉
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赢得打
击“伊斯兰国”的胜利后，埃萨
维携妻子逃往叙利亚。

除埃萨维提供的消息，美
国、土耳其和伊拉克情报机构
联合行动成为追踪巴格达迪的

“转折点”。
伊拉克情报官员说，收网

从今年年初开始，多名“伊斯兰
国”高级头目落网，包括4名伊
拉克人和一名叙利亚人。“他们
给了我们在叙利亚与巴格达迪

会面的所有地点，我们决定与
美国中央情报局协调行动，在
那些区域部署更多资源。”

这名官员说，今年年中，
情报人员确认巴格达迪藏身
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携
家眷和3名贴身随从在不同村
庄之间辗转。依据多名线人的
线报，伊拉克方面锁定巴格达
迪的藏身地。伊方继而把信息
告知中情局，后者动用卫星和
无人驾驶飞机监视那处住所，
持续5个月。

两天前，巴格达迪和家人
动身离开那一栖身处，乘小型
公共汽车前往邻近一处村庄，

“那是他活着的最后时段”。
多 家 媒 体 报 道 ，巴 格 达

迪在丧生地逗留时间不足48
小时。

细节 巴格达迪遭心腹出卖
抵丧生地不足48小时

新闻透新闻透视视//

巴格达迪之死
不代表
“伊斯兰国”被消灭

欧盟同意
英国“脱欧”再次延期申请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8日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
已同意英国提出的将“脱欧”期限推迟
到2020年1月31日的申请。

英国议会下院19日通过一项修正
案，不仅推迟表决首相约翰逊与欧盟
达成的新“脱欧”协议，而且迫使约翰
逊致信欧盟寻求再度推迟“脱欧”。当
日，约翰逊致信图斯克，申请把原定10
月31日“脱欧”延期至2020年1月31日。

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
“脱欧”。2017年3月29日，“脱欧”程序
正式启动。根据英国与欧盟的协议，英
国应在2019年3月29日正式“脱欧”。
2019年4月10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举
行特别峰会讨论英国“脱欧”问题，最
终同意将“脱欧”期限延长至10月31
日。 （新华社）

美国如何锁定巴格达迪
其心腹成为追踪突破口

细节细节
披露披露

巴格达迪（上图）是
“伊斯兰国”的创始人和
灵魂人物，是继“基地”
组织头目本·拉丹后最
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

巴格达迪原名易卜
拉欣·阿瓦德·萨马莱，
1971年在伊拉克首都巴
格达以北萨迈拉镇附近
的贫困区域出生。受家
庭影响，他2003年加入
萨拉菲圣战派。美国那
一年入侵伊拉克。巴格
达迪因为反对美国军事
行动而遭逮捕，监禁在
布卡监狱直至2004年2
月。美方人员当时认为，
巴 格 达 迪 只 是“ 煽 动
者”，而非“军事威胁”。

巴格达迪获释后加
入“基地”组织在伊拉克
的分支，随后接管这一
分支。叙利亚2011年爆
发内战，他借机扩张自
己旗下的组织。受他领
导的“伊拉克伊斯兰国”
与叙利亚“支持阵线”合
并，成为“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兰国”。

巴格达迪2013年与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
瓦希里“闹翻”，开始“单
干”。他的追随者2014年
得以控制伊拉克和叙利
亚大片土地。那一年6月，
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一个
所谓的“哈里发国”。“伊
斯兰国”2016年进入鼎
盛时期，控制叙利亚北
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
斯河流域村镇到巴格达
郊区数以百万计民众。

与“基地”发动大规
模袭击不同，巴格达迪
和其他“伊斯兰国”头目
主张支持者就地投入暴
力行动。这一组织声称
在全球多地发动袭击。

巴格达迪行踪隐
秘、极少公开露面。美国
悬赏2500万美元抓捕
他。2017年6月，一度传
出巴格达迪在叙利亚北
部城市拉卡遭俄罗斯战
机炸死。他随后发布音
频文件，否认自己丧生。

今年4月，巴格达迪
疑似最后一次“发声”，
承认“伊斯兰国”失守在
叙利亚的最后据点。伴
随“伊斯兰国”衰落，巴
格达迪隐姓埋名，在叙
利亚和伊拉克边境辗
转，只有司机和两名保镖
跟随。他担心遭刺杀和下
属背叛，不用手机，经由
多名线人与在伊拉克的
两名主要助理联系。

路透社报道，“伊斯
兰国”“国防部长”伊亚
德·奥贝迪可能成为巴
格达迪的继任者，但此
人目前不知所踪。

本组稿件参综合新
华社、国际在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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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美军在叙利亚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采取突袭行动，图为美军展开突袭行动的地点 图据视觉中国

图据国际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