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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宣布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最大飞行高度为 2802 公里，飞行距离 933 公里

外交部：反对朝鲜违反安理会决议
据新华社电 朝鲜 4 日宣布当天成功试
射
“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 3 日签署试射导弹的命令，并于 4
日在现场观看了发射。
据报道，
“火星－14”是朝鲜国防科学院

进行导弹发射活动

研发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于当地时
间当天上午 9 时在朝鲜西北部地区发射，按
照预定轨道飞行 39 分钟，准确命中朝鲜半岛
东部海域公海上的预设目标。
报道称，导弹最大飞行高度为 2802 公
里，
飞行距离 933 公里。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4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就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问
题表示，中方反对朝方违反安理会决议进
行有关发射活动，敦促朝方不要再采取有
违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为重启对话
谈判创造必要条件。耿爽表示，中方注意
到有关报道，正在收集情况并跟踪形势发
展。
“我们已经多次重申中方在有关问题上
的立场。安理会有关决议对朝鲜利用弹道

？

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明确规定。
”
他表示，
中方反对朝方违反安理会决议
进行有关发射活动，
敦促朝方不要再采取有
违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为重启对话谈
判创造必要条件。
“我要再次重申，
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复杂敏感，
我们希望所有有关方面
保持冷静克制，尽快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
势，
早日把半岛问题重新纳入和平对话的正
确轨道。
”
耿爽说。

章莹颖被绑失踪案
章莹颖
被绑失踪案·追踪

章莹颖案代理律师王志东

怎么判
人在哪
能赔吗

男子密谋行刺马克龙落网
计划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节向检阅部队
的马克龙发动袭击

章莹颖案代理律师解读庭审进展六大疑问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
邦法院 3 日对中国访问学者章莹
颖案举行首次法庭聆讯，宣布嫌
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暂不得
保释，在下次庭审前要继续收押；
并确定当地时间 5 日下午举行第
二次聆讯。
首次过堂仅 9 分钟，其中哪
些细节值得关注？下次聆讯又要
干嘛？嫌疑人面临什么罪名和量
刑？章莹颖为何迟迟下落不明？
她的家属可否获得赔偿？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助
的代理华人律师王志东对记者一
一解读。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

第一次法庭聆讯结果
是好是坏？
王志东说，首次聆讯结果基本正常，其间法官问
双方需要多少时间准备参加庭审，检方称已准备好，
辩方表示还需要更多时间准备，于是法官给了几个
不同日期和时间选择，在辩方律师认可的情况下，选
定了 5 日下午 3 点再次开庭。

嫌疑人认罪吗？
首次聆讯没有涉及到认罪环节。嫌疑人始终保
持沉默。

下次聆讯关于什么？
王志东说，首次聆讯中，检方明确表示了立场，
要求继续羁押嫌疑人。
严格意义上，首次聆讯宣布嫌疑人暂不得保释，
相当于“还押候审”，辩方律师说还需要时间考虑保
释申请，
下次聆讯才能确定有关保释的问题。
王志东说，下次聆讯也是继续走法律程序，主要
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嫌疑人是不是会对社区里其他
人造成伤害？第二，
嫌疑人是不是会逃逸？

嫌疑人面临什么罪名
和量刑？
记者了解到，目前检方是以绑架罪向联邦法院
起诉嫌疑人。美国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莎伦·

章莹颖

保罗在聆讯结束后向媒体表示，如果克里斯滕森最
终被判绑架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终身监禁。
王志东分析说，如果未来检方掌握更多重要证
据证明嫌疑人杀害了章莹颖，可能会改以谋杀罪来
起诉他；
若谋杀罪名成立，
最高量刑可至死刑。

此案会否涉及赔偿？
王志东说，可能获得的赔偿、补偿都只能来自向
嫌疑人提起民事赔偿，而非来自学校、政府。向嫌疑
人提出的赔偿要求，
也只能以其个人财产为限。
此外，若章莹颖在赴美前购买了相关保险，或可
根据保险条文获得相应赔付。
其他类型补偿恐怕只能来自民间爱心捐赠。
王志东本人会继续提供法律援助，以及非法律
方面的相关帮助。

章莹颖为何仍旧下落
不明？
联邦调查局和当地警方公开表态中，对章莹颖
的下落还是正在搜寻之中。
联邦调查局此前在声明中说相信章莹颖已遇
害。但按照程序和严谨性考虑，联邦调查局不会在
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宣布或假定一个人已遇难。
另据记者从多方渠道了解，美国警方极有可
能已掌握章莹颖死亡的事实，甚至了解和掌握更
多关键性线索，但目前无法系统性将证据串联起
来解释和证明整个犯罪过程，因此还需要时间进
行证据和证物分析，以最大程度证明和判定嫌疑
人的恶劣罪行。

法国司法部门 3 日说，一名年轻男子涉嫌密谋在国庆阅兵日刺杀总
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如今已落网，
正面临恐怖主义罪名指控。
羊晚

巴黎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阿涅丝·蒂
博-勒屈夫尔说，这名 23 岁的男子是巴黎
西北部郊区阿让特伊居民，上月 29 日在
家中被捕。
该男子在审讯中供认他有意在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节当天向检阅部队的马克
龙发动袭击。检方已经对他提起从事恐
怖行动的初步指控。
蒂博-勒屈夫尔说，初步调查发现，
这名男子似乎是单人行动，没有同伙，他
的具体行刺计划还未成形。
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司法官员告
诉法新社记者，这名男子自称民粹主义
者，他叫嚣不光要刺杀马克龙，还要袭击
“穆斯林、犹太人、黑人和同性恋”
。
警方是在一个网络游戏聊天室发
现 的 线 索 ，这 名 男 子 留 言 说 要 购 买 武

器。警方在其住处查获几把菜刀，在其
笔记本电脑里发现他搜索袭击目标的
历史记录。
这名男子有犯罪前科，去年他因支持
恐怖主义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缓期执
行。他曾在网上发表支持 2011 年挪威爆
炸枪击案案犯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
言论。
2011 年 7 月 22 日，布雷维克在奥斯
陆挪威政府办公大楼前引爆汽车炸弹，后
又在于特岛枪杀挪威工党青年团夏令营
营员，
造成 77 人死亡。
随着法国国庆节临近，法国安保部门
保持高度戒备。去年国庆节当天，法国尼
斯发生卡车冲撞行人的恐怖袭击，造成
86 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认领了
该事件。

法国图卢兹发生枪击事件致1死6伤
据新华社电 据法国媒体 3 日报道，
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当晚发生枪击事
件，造成至少 1 人死亡、6 人受伤。调查人
员初步怀疑事件与帮派纠纷有关。
报道说，当晚 9 时许，两名驾驶摩托
车的男子在图卢兹市西南部拉雷内里地
区一个广场附近朝一群人开枪射击，造成
1 人死亡、6 人受伤，其中 2 人伤势严重。

枪手在开枪后逃走。
报道说，事发后，大批警察和宪兵抵
达案发现场，
并设立警戒区。
《南方电讯报》网站援引图卢兹市所
在的上加龙省政府消息说，目前尚未发现
案件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不排除任何可能
性。另有参与案件调查的人员向媒体表
示，
初步怀疑枪击事件与帮派纠纷有关。

英国16岁少年乘坦克参加校园舞会
国外有些学校每年都会举办校园舞
会，学生们也为成为全场焦点而别出心
裁，大显身手。近日，英国曼彻斯特的一
名 16 岁少年坐着祖父的一辆 17 吨重的
坦克惊艳亮相，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在舞会当日，
16 岁少年布鲁南·鲍耶斯乘坐一辆巨型
坦克前往参加学校的毕业舞会。鲍耶斯
说：
“我在一个多月前有了这个想法，我想
知道是否有可能坐着坦克去参加舞会。
之前我也曾进入一些坦克的内部，但是还
没有驾驶过坦克。我非常感谢祖父安排
了这一切。
”
提到此事造成的反响，鲍耶斯有点暗
爽：
“我被大家的反应吓到了，每个人都排
队过来拍照。这可能是最具特色的一种
前往参加舞会的方式。
”
据悉，这辆坦克来自于其 80 岁祖父

16 岁少年乘坦克参加校园舞会
布赖恩，他是一名前宪兵，也是狂热的军
车收藏者。布赖恩的收藏品还包括二战
时期的美国吉普车、一辆 55 吨的作战坦
克以及 2 辆曾用于拍摄电影《拯救大兵瑞
恩》的坦克。这次鲍耶斯登场所使用的坦
克已有 30 年历史，由奥地利生产，曾用于
实战。
都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