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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飞船发射失败宇航员生还
新华社莫斯科 10 月 11 日电（记者
栾海）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的一艘
俄罗斯飞船 11 日发射失败。目前，俄
救援人员已找到紧急着陆的两名宇航
员，两人均平安无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
莫斯科时间当天 11 时 40 分 （北京时间
16 时 40 分）， 载 有 宇 航 员 的 “ 联 盟
MS-10”飞船由“联盟-FG”型运载
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
射升空。起飞约 119 秒后，火箭第一级
分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被抛
下，但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突然关
闭，此后乘员舱与火箭紧急分离，并
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国宇
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美国宇航员
尼克·黑格均告生还，他们原计划在国
际空间站驻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距哈萨克
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甘约 20 公里，
俄一个空降兵小组率先乘飞机抵达，
并在伞降后找到飞船乘员舱。目前两
人已经出舱，经初步检查均没有受
伤，状况良好。他们将被送往拜科努
尔的宇航员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然后
回到莫斯科。
获悉宇航员平安生还后，俄罗斯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谢天谢
地，宇航员还活着。”俄航天集团总裁
罗戈津表示，飞船的紧急逃生系统表
现出色，俄将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来
调查此次事故。
据悉，这是 1983 年以来俄载人飞
船首次发射失败。据俄“国家采购”
网站发布的消息，俄航天部门为此次
发射购买了保险，其投保费为 1.433 亿
卢布 （1 美元约合 67 卢布），保险赔偿

韩考虑
解除部分对朝制裁可能性

金为 46.55 亿卢
布。
俄航天
集团此前介
绍说，此次
飞赴国际空
间站的宇航
员准备用一
种新型磁性
3D 打 印 机 以 磁
悬浮技术制作小鼠
的甲状腺和软骨组
织，并将检查目前与空间
站对接但今年 8 月出现裂缝的一
艘载人飞船。
▲图为发射之前，
两位宇航员亮相发射场。

新华社电 法国巴黎警方近日破获一
奥贝维利耶是临近巴黎的一个市，这
个专门针对华侨华人的犯罪团伙，该团伙 里有著名的巴黎北郊小商品批发市场，是
从 8 月 19 日至 10 月 2 日共实施了 13 起针 新的华人聚居区，时常发生针对华侨华
对中国人的暴力抢劫。法国警方、中国驻 人的严重暴力犯罪。2016 年 8 月，在法
法国大使馆及华人组织提醒在法中国公 华侨张朝林在该市遭歹徒抢劫、殴打，导
民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致重伤不治。巴黎华侨华人随后举行
负责调查案件的巴黎北郊奥贝维利 “反暴力，要安全”大游行，表达对法国社
耶市警察局局
长阿努克·富尔
米格 10 日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警方通过分析作案手法、地点及 会治安恶化，特别是长期以来针对华侨
时间，9 日上午破获一个由 11 人组成的犯 华人和中国游客的抢劫暴力犯罪日益加
罪团伙。这 11 名嫌犯年龄为 17 至 19 岁， 剧的不满。
均有犯罪前科，已因涉嫌“有组织暴力抢
富尔米格说，该市警方十分重视保
劫”被拘留。
护华侨华人安全，也已取得了“令人鼓舞
中 国 驻 法 国 大 使 馆 10 日 发 布 公 告 的成绩”，去年以来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
说，该犯罪团伙专门盯梢、尾随从餐馆或 抢 劫 案 数 量 已 显 著 下 降 。 但 她 同 时 强
从公司回家的中国人至家门口，伺机实施 调，华侨华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提醒华
抢劫。警方在犯罪团伙住处查获一批赃 侨华人减少现金流动，避免随身携带大
物，目前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中国驻法 量现金。
使馆提醒在法中国公民提高警惕，加强安
富尔米格说，为更好地保护华侨华人
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安全，警方目前和该市的华侨华人协会合

作，推广安全防范措施，招募了华人后备
军，方便警方为前来报案的华侨华人服
务。
法国华裔青年协会创始人之一王瑞
表示，十分高兴警方抓获了这一犯罪团
伙，但问题是这一团伙被抓捕后，可能在
三四个月后又会冒出其他团伙，
“ 这是我
们最害怕的”。
他介绍，去年以
来听闻的抢劫
案数量确实略
有下降，但是身边仍有亲戚朋友遭遇抢
劫，
“这一现象并未被彻底消除”
。
他充分肯定警方取得的成绩，但指
出，由于当地警力不足，监控手段缺乏，不
少犯罪嫌疑人因未成年无法判刑等原因，
当地治安状况仍然堪忧。
王瑞说，目前华侨华人已能更积极地
自主维权，更加主动地和警察沟通，遇到
抢劫及时报案。他认为，华侨华人应了解
法国文化和政治系统，掌握维权的资源和
工具，形成互帮互助的风气。
“这需要长远
的努力。
”

法国警方破获针对华人作案团伙

美媒体大亨布隆伯格或参选总统
新华社电 美国媒体大亨、前纽约市
长迈克尔·布隆伯格 10 日重新登记为民
主党人。媒体猜测他可能寻求竞选总
统。
布隆伯格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当天
完成登记。之所以重新加入民主党，是
因为美国政坛现今“迫切需要制衡”
。
他说，他两年前在民主党全国代表
大会上就宪法可能面临的威胁发出警
告。
“ 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针对那些
威胁我们宪法的人，
（民主、共和）两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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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起防波堤作用。
”
这名彭博新闻社创始人说，将花费
8000 万美元，
帮助民主党在今年国会中期
选举中夺回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至于他
本人是否参加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
将在
11月6日中期选举结束后不久决定。
如果参选并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布隆伯格将直接挑战有意连任的
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布隆伯格现年 76 岁，多次更换政治
阵营。他早年隶属民主党，2001 年加入

共和党，同年击败“老东家”候选人，成功
当选全美最大城市纽约的市长，随后两
次赢得连任。他 2007 年起以中间派身份
参政，两次提及参选总统的可能性。
近年来，布隆伯格的政治立场渐渐
转向中间偏自由派，疏远共和党所持保
守派立场，
倡导堕胎权和枪械管控。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美国选民无须
凭政党成员身份参与选举活动。如果登
记为某一政党成员，通常意味着他大部
分时候将支持这一政党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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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10 日告诉国会议员，外交部
正在与其他政府机构会商是否解除针对朝鲜的部分制裁
措施，涉及所谓“5·24 措施”
。
康京和所言令一些反对党议员不满。韩国外交部随
后澄清，政府现阶段“没有正式考虑”解除对朝经济制裁。
提可能
康京和 10 日接受国会对外交部的年度国政监察。一
名议员提问，政府是否有意解除禁止韩朝经济合作的“5·
24 措施”。她回答，外交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商讨，这方面
工作由分管南北关系的统一部主导。
“5·24 措施”指 2010 年 5 月 24 日，时任总统李明博政
府因“天安舰”事件而宣布一系列对朝制裁，包括叫停韩
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全面禁止朝鲜船舶驶入韩方海域，禁
止对朝新增投资，搁置对朝援助项目。开城工业园区当
时得以“幸免”。
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 2010 年 3 月 26 日在西部海
域爆炸沉没，46 名水兵死亡。韩方认定是朝鲜鱼雷所为，
朝方否认。
韩联社解读，韩国政府视解除“5·24 措施”为象征性
举措，旨在改善韩朝关系。
“那（
‘5·24 措施’
）是一项重要行政令，我们经常审视
它，”康京和说，
“许多韩国单方面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与
联合国制裁重叠，撤销‘5·24 措施’不意味实质性解除（对
朝制裁）。
”
遭围攻
康京和所作表述招致不少反对党议员批评。一些议
员说，朝方没有就“天安舰”事件正式道歉，康京和就一心
想要撤销“5·24 措施”。
主要反对党自由韩国党议员郑镇锡（音译）说：
“政府
应该首先征得遇难者家属的理解。
”
康京和解释：
“ 我认为，
（可以）在考量韩朝关系发展
的情况下审视这件事。
”
她说，现在还没有就这一议题在政府范围内作广泛
讨论。韩联社解读，
这意味着相关决定不会马上作出。
韩国外交部 10 日晚些时候向媒体记者发送短信，澄
清康京和当天在国会所作表述，即在韩朝关系正在发展
和无核化对话正在继续的情况下，有必要以不损害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等对朝制裁框架为前提，灵活考虑解
除“5·24 措施”
。
韩联社以统一部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韩方将视
形势发展考虑解除对朝制裁。
新华社特稿

墨西哥
候任总统怒斥
“生病”
传言
新华社电 墨西哥候任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
斯·奥夫拉多尔 10 日指责一些媒体断章取义，拿他数年前
的病历“说事儿”。按他的说法，自己身体“百分之百健
康”
，完全能胜任总统一职。
洛佩斯现年 64 岁，今年 7 月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定于
12 月 1 日宣誓就职。届时，他将成为墨西哥数十年来首名
左翼总统。他主张打击腐败、消除社会不平等，承诺就任
后不住总统府或使用专机，把自己的薪水减半。
墨西哥一些媒体近期报道，洛佩斯 2013 年底心脏病
发作。另一篇报道以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
洛佩斯近来背部疼痛，
接受了一次小手术。
针对上述报道，洛佩斯 10 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确实生过病，但那是 5 年前的事，媒体不应用多年前的
病历推测他现在健康状况不佳。
洛佩斯说：
“一些媒体断章取义，不客气地说就是编造
谣言。现在他们疯狂造势，说我身体虚弱、生病。我身体
百分之百健康，
完全没有问题。
”

默多克次子
成特斯拉董事长热门人选
新华社电 英国《金融时报》10 日报道，传媒大亨鲁珀
特·默多克的次子詹姆斯·默多克成为美国电动汽车制造
商特斯拉公司董事长一职的热门人选。
根据特斯拉与美国监管部门上月达成的和解协议，特
斯拉将在 11 月 13 日以前任命董事长。
《金融时报》报道，詹姆斯是这一职位的热门人选。作
为特斯拉独立董事，
詹姆斯已经暗示对这一职位感兴趣。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9 月29 日说，
已就特斯拉掌门人埃
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谈论特斯拉退市打算、
涉嫌
“股票市
场欺诈”
达成和解。马斯克同意辞任董事长，
保留首席执行
官职务；
他个人和特斯拉分别支付2000 万美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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