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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
勃·科克10日说，他查阅了美国情报机构就沙
特阿拉伯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失踪”一事
所获信息，卡舒吉“十有八九”在进入沙特驻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当天遇害。

沙特需解释
科克认定，无论卡舒吉在土耳其有何遭

遇，沙特政府都有牵涉。
美联社援引科克的话报道：“沙特需要解

释的事太多了，因为所有迹象都显示他们至
少牵涉他（卡舒吉）失踪。”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
他已经与卡舒吉的未婚妻哈蒂杰·坚吉兹通
电话，美国和土耳其方面保持密切沟通。

坚吉兹向特朗普寻求帮助。按美国白宫
的说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
尔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和国务卿
迈克·蓬佩奥已经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
萨勒曼通话，要求沙特“彻底、透明”调查。

卡舒吉现年59岁，2日前往沙特驻伊斯坦布
尔领事馆，办理与结婚相关手续。他的土耳其未
婚妻坚吉兹说，卡舒吉进入领事馆后“再也没有
出来”。土方认为卡舒吉在领事馆遇害，召见沙
特驻土耳其大使，要求沙特配合调查。沙特否认
卡舒吉遇害，同意土方搜查领事馆。

卡舒吉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记者生涯，先
后在中东地区多个国家采访，为美国《华盛顿
邮报》等媒体供稿。卡舒吉与沙特王室成员
熟悉，但逐渐与沙特政府对立。最近一次前
往土耳其以前，他在美国“自我流放”近一年。

美国扯军售
卡舒吉“失踪”触发多方关切。

《华盛顿邮报》10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
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下令采取行动，把卡舒
吉从美国的住所引诱回沙特，随后予以拘押。

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说，如果沙特确
实引诱一名美国居民进入领事馆并杀害，美
国需要重新考虑与沙特的关系。

另外，参议员兰德·保罗说，如果证据表明卡
舒吉遇害且沙特涉嫌，他将力阻美国对沙特军售。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同
时是美制武器的大买家。特朗普去年5月访
问沙特，双方达成1100亿美元军售协议。沙
特王储今年3月访问美国，特朗普宣布与沙特
敲定125亿美元军售订单。

不过，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引发部分美
国议员不满，美国国内针对向沙特等海湾阿拉
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出口武器的争论日
益激烈。2016年，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叫
停一个近13亿美元的对沙特武器出口项目。

手表成线索
土耳其方面的调查仍在继续。路透社援引

土方官员的话报道，卡舒吉进入领事馆时佩戴
“苹果”手表，与他留在领事馆外的手机相连。这
一设备可以提供位置和心率等信息，如果手表与
手机之间数据得以同步，可能成为重要线索。

卡舒吉比未婚妻坚吉兹年长23岁。两人
5月在伊斯坦布尔一场会议上相识，关系发展
迅速，8月决定在土耳其成婚。按坚吉兹的说
法，卡舒吉在伊斯坦布尔购买了住房。

土耳其法律要求离异的卡舒吉证明自己单
身。卡舒吉的朋友说，卡舒吉当时问及能否让沙
特驻美国使馆提供证明，被告知沙特驻土耳其使
领馆更好办。不过，沙特官员否认这一说法。

坚吉兹说，卡舒吉进入领事馆是别无选
择。他9月28日第一次到领事馆，过程顺利。
他告诉朋友，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善，告知他需
要准备的文件。

按友人的说法，卡舒吉颇为放松，从领事
馆回来后去英国参加会议，直至10月1日返回
土耳其，次日再次去领事馆……

另外，路透社报道，土耳其警方怀疑的15
名沙特人在卡舒吉“失踪”当天乘坐飞机入境
土耳其，其中9人乘坐关联沙特政府的私人飞
机，6人乘坐商业航班。他们入境后仅短暂停
留，而后出境。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基辅10月11日电（记者陈俊
锋 钟忠）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局11日凌晨宣
布，切尔尼戈夫州伊奇尼亚市附近军火库
爆炸导致的大火已全部被扑灭。

乌国防部新闻局说，消防人员正在清
理最后的几处冒烟点。

新闻局还表示，从10日晚间9时起，军
火库内部的弹药爆炸已基本停止。监测数
据显示，平均每小时仅有一到两次残留弹
药爆炸，至此军火库爆炸对周围居民点的
威胁已解除。扫雷部队正对军火库和周围

地区进行清理，搜寻残留弹药，排除隐患。
另据乌通社11日报道，乌国家安全机关

正从三个方向对这起军火库爆炸案进行调
查，它们分别是敌对势力破坏活动，为掩盖偷
盗弹药的犯罪行为而故意纵火，以及军火库
管理人员玩忽职守、违反消防安全条例等。

切尔尼戈夫州伊奇尼亚市附近的军火
库9日凌晨发生爆炸，附近38个居民点近
1.2万人被疏散。乌国防部说爆炸未造成人
员伤亡。这是自2014年4月乌东部冲突爆
发以来，乌发生的第六起军火库爆炸事故。

新华社电 英国伦敦高等法院10日裁定，
不再对一名十年内在哈罗德百货公司挥霍上
千万英镑的女买家给予身份保密。

这个神秘人物一度获称“A夫人”，真实身
份是阿塞拜疆国际银行前行长贾汉吉尔·哈
吉耶夫的妻子扎米拉·哈吉耶娃。她上周现
身法庭，应英国国家反犯罪局要求，解释所拥
有巨额不明财富的来源，否则，她在伦敦的房
产将面临没收。

哈吉耶娃在英国首都生活奢靡。英国国
家反犯罪局的律师说，她2006年至2016年在
哈罗德百货的消费额超过1600万英镑（约合
1.4659亿元人民币），大多是刷由阿塞拜疆国
际银行发行的35张信用卡。

英国《镜报》报道，哈吉耶娃曾在一天内
豪掷15万英镑（137万元人民币）买珠宝。

英国今年年初生效“不明财富法令”，目
的是避免伦敦沦为花费赃款的天堂。法令允
许执法部门对涉嫌腐败、关联犯罪集团的人

冻结超过5万英镑（45.7万元人民币）资产，直
到他们说清楚资产来源。

哈吉耶娃成为法令生效后首名调查对
象。她和丈夫哈吉耶夫2009年用1150万英镑
（1.0536亿元人民币）现金在伦敦买下两栋房，
其中一处距哈罗德百货仅一小段路。次年，
两人花费1050万英镑（9620万元人民币）买下
伯克郡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

按照《镜报》的说法，哈吉耶夫2001年至
2015 年出任阿塞拜疆国际银行行长，年薪仅
5.4万英镑（49万元人民币）。他2016年10月
因诈骗和侵吞公款被判处15年监禁，妻子哈
吉耶娃出逃，遭阿塞拜疆政府通缉。

英国国家反犯罪局认定，哈吉耶夫夫妇
在伦敦的两处房产是用赃款购买。哈吉耶娃
否认，称买房钱是丈夫投资所得。

哈吉耶娃打算与国家反犯罪局打官司，
已聘请两名顶尖律师，其中一人每小时收费
500英镑（4581元人民币）。

新华社电 泰国流亡前总理他信·西那
瓦的儿子攀通达10日受到洗钱指控，缴纳
100万泰铢（约合21万元人民币）保释金后
获准保释。

攀通达现年38岁，是他信唯一的儿子。
他10日在家人和为泰党高级成员陪同下抵
达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接受洗钱指控。

总检察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攀
通达·西那瓦将受到起诉，罪名是洗钱和协
助洗钱，涉案金额为1000万泰铢（210万元
人民币）。”

泰国一家法院10日批准攀通达保释，
条件是缴纳100万泰铢保释金和不得擅自
离境。

攀通达没有接受媒体采访。他的律师
告诉路透社记者，法院要求攀通达11月5日

前作出接受或否认指控的决定，而攀通达
“一向否认在这一事件中有任何失当行为”。

泰国政府部门去年就攀通达2004年收
到一张1000万泰铢支票一事起诉他，认定
这张支票关联他信执政期间泰国国家商业
银行一起腐败案。

路透社报道，如果罪名成立，攀通达面
临最长10年监禁。

他信 2001 年就任总理，2006 年 9 月在
军事政变中遭推翻并流亡海外。他的妹妹
英拉2011年带领为泰党赢得选举后出任总
理，2014年5月遭宪法法院以滥用职权、违
反宪法为由解职。

西那瓦家族的支持者指认检方起诉他
信之子旨在打压西那瓦家族及其盟友，目
的是影响定于明年举行的议会选举。

美国西尔斯百货的股票价格10日下跌超
过30%。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西尔斯百货正准
备申请破产保护。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西尔斯百货正
准备赶在1.34亿美元的债务15日到期前申请
破产保护。

报道说，西尔斯百货经历多年亏损，除了
申请破产保护，仍在探寻其他解决途径。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西尔斯百货
在与亚马逊等电子商务企业的竞争中举步维
艰，已经积累超过50亿美元债务。

数周前，西尔斯百货首席执行官兼最大股
东埃迪·兰珀特提议重组债务，以避免破产命运。

西尔斯百货10日宣布，已经任命艾伦·卡
尔为董事。从卡尔的个人经历看，他经历过
深陷财务困境的企业及其债务重组。

除15日到期的债务外，西尔斯百货今后
一年将有超过6亿美元的债务到期。

西尔斯的批评者认为，西尔斯的问题因
它对店铺的低投资而加剧，使这家企业尤其

容易受到电商冲击。
他们同样批评西尔斯回购股票的决定。
2007年，西尔斯股价超过每股100美元。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西尔斯股价跳水，此后一
路走低。西尔斯股价10日为每股不到40美分。

今年早些时候，西尔斯宣布关闭超过100
家商店。自2017年年初以来，西尔斯已经关
闭数百家商店。

网络购物兴起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
惯。来自沃尔玛、百思买等零售商的竞争致
使西尔斯销售业绩每况愈下。

位于美国第三大城市、同时是西尔斯百
货总部所在地芝加哥的最后一家西尔斯商店
今年关闭，令西尔斯尤为心酸。

西尔斯百货1886年创建。1887年，西尔
斯百货总部从明尼苏达州迁至伊利诺伊州芝
加哥市。后来，西尔斯百货建起西尔斯大
厦。西尔斯大厦1973年成为西尔斯百货的总
部所在地，曾经是全世界最高建筑。

新华社特稿

飓风“迈克尔”10日以四级飓风强度从
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所到之
处狂风大作，吹倒树木，摧毁房屋，暴雨如
注。受飓风影响，当地大约40万用户停电。

美国气象部门说，这是佛州超过80年
来遭遇的最强飓风，同时是有记录以来美
国大陆遭遇的第三大飓风。

肆虐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说，飓风“迈克

尔”于美国东部时间10日大约13时（北京
时间11日1时）在佛罗里达州滨海小城墨
西哥海滩附近登陆，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
时249公里，被列为四级飓风，距最高的五
级仅相差大约3公里。

根据美国等西半球国家和地区通常使
用的萨菲尔-辛普森飓风等级，飓风从低到
高分为五级。其中，四级飓风可持续风速
为每小时209至251公里，五级飓风可持续
风速为每小时252公里及以上。

社交媒体“推特”一段视频显示，在人
口大约1000人的小城墨西哥海滩，狂风摧
毁多处房屋，断瓦残垣被雨水冲至附近建
筑旁，一些树木被连根拔起。

电视台播出画面显示，洪水淹没墨西
哥海滩多处房屋的屋顶。当地官员说，大
约280名拒绝疏散的居民生死未卜。

按美国媒体的说法，飓风“迈克尔”之
前，从来没有四级飓风在佛罗里达走廊登
陆过。同时，“迈克尔”是有记录以来袭击

美国大陆的第三大飓风，仅排在1969年飓
风“卡米尔”和1935年飓风“劳动节”之后。

夺命
在距离墨西哥海滩大约32公里的巴拿

马城，随着夜幕降临，整座城市一片寂静。
电视台画面显示，街道上没有行人和车辆，
多处房屋被毁为碎片。

现年63岁的杂货店店员比尔·曼宁谈
及飓风来袭心有余悸。他说：“我的老天，
太恐怖了。我没想到这么严重。”他当时从
一辆野营车下来、前往附近酒店避险，发现
酒店已经停电。

当地时间10日晚间，加兹登县报告一
人受飓风影响死亡，是遭“迈克尔”夺命的
第一人。当地政府部门发言人安格莉·海
托尔说，死者是男性，因住宅被树木砸中丧
生。

“迈克尔”登陆大约 8 小时后强度减
弱。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于美国东部时
间 10 日 20 时（北京时间 11 日 8 时）宣布，

“迈克尔”已减弱至最低级，可持续风速每
小时90公里，向东北方向移动至亚拉巴马
州和佐治亚州交界处。

美国国家气象局局长路易斯·乌切利
尼说：“这场飓风威力非常大。明天早晨人
们醒来查看损失时，会意识到四级飓风破
坏力有多么巨大。我们会看到，飓风所到
之处、直到佐治亚州中部的大片区域，都受
到影响。” 新华社特稿

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在飓风中被损毁的区域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在飓风中被损毁的区域。。

美国情报：沙特记者或已遇害

美国西尔斯百货濒临破产美国西尔斯百货濒临破产

十年挥霍千万英镑

英曝光涉腐前行长妻子

美国佛州遭遇80年最强飓风

他信之子受洗钱指控

乌克兰军火库大火被扑灭乌克兰军火库大火被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