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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新总统下令放宽持枪限制

武装人员15日袭击肯尼亚首
都内罗毕一处包含豪华酒店和写
字楼的商业综合体，引爆数枚炸弹
并向人群开枪，致死至少15人。

截至当地时间 16 日晨 3 时 30
分，事发地仍传出零星枪声和爆炸
声。

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制造这
起袭击。

协同袭击协同袭击
当地时间15日下午3时左右，

内罗毕韦斯特兰地区一处名为
DusitD2 的商业综合体发生爆炸，
方圆5公里可以听见爆炸声。

肯尼亚警察总长约瑟夫·博伊
内特说，这是一次“协同袭击”。武
装人员在停车场内引爆3辆汽车，
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同时在酒
店大堂引爆炸弹，“许多酒店客人
受重伤”。

多名幸存者描述，他们听到一
声巨大爆炸声，目睹枪手向咖啡厅
开枪扫射，中弹者倒在桌子上，血
流不止。

清洁工伊诺克·基贝特说：“就
在换班的时候，我听到巨大爆炸
声，人们尖叫起来……难以想象我
还活着，爆炸声巨大，震动整座
楼。”

事发后，肯尼亚反恐部队和警
察赶赴现场，清剿匪徒、解救受困
人员。

至少4名武装人员参与袭击。
肯尼亚公民电视台播放的一段监
控视频显示，4名穿深色衣服、全副
武装的袭击者闯入商业综合体。
其中两人朝一辆汽车开枪，继而4
人向不同方向散开。

DusitD2 商业综合体包含餐
厅、银行、一家有101间客房的酒店
和一些国内外企业办事处。

交火不断交火不断
肯尼亚内务和中央政府协调

部长弗雷德·马蒂安吉15日晚些时
候说，所有受影响建筑已经消除危
险，安全部队正在肃清残余武装人
员。

他说：“我想重申，局势得到控

制，国家恢复安全。”
不过，这番声明后大约

一个小时，现场传出更多枪
声，一些人员报告自己的亲
友仍然在综合体内。

法新社报道，16 日晨 3
时30分左右，一些受困十多
个小时的人员获解救，现场
随后又传出枪声和爆炸声。

肯尼亚政府暂时没有
通报具体死伤人数。一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警察说，楼
下餐厅和楼上办公室都有
尸 体 ，“ 没 有 时 间 清 点 死
者”。

美联社以一名不愿公
开姓名的警察为消息源报
道，15具尸体已经被送往太
平间；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
15日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
袭击中丧生。

““声东击西声东击西””
索马里“青年党”宣称

制造这起袭击，称袭击以自
杀式爆炸开始，武装人员随
后攻入综合体。

一名肯尼亚情报官员
告诉美联社记者，肯方先前

接到情报，称武装人员可能针对内
罗毕一些主要目标发动袭击，因而
从去年11月开始高度戒备。不过，
武装人员更改了目标，混淆安全部
队的注意力。

索马里政府强烈谴责这起袭
击。索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袭击再
次显露恐怖主义的“可恶嘴脸”。

事发地距离5年多前遭遇严重
恐怖袭击的韦斯特盖特购物中心
不远。2013年9月21日，“青年党”
袭击这座购物中心，致死67人，170
多人受伤。

就在这次袭击前一天，肯尼亚
一家地方法庭裁决，检方指控3名
男子涉嫌参与韦斯特盖特购物中
心袭击事件的证据充分，嫌疑人应
当接受审理。

“青年党”关联“基地”组织。
为打击这一极端组织，肯尼亚2011
年 10 月向索马里派驻军队，招致

“青年党”报复。迄今，数以百计肯
尼亚人死于“青年党”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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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墨西哥落网大毒枭
华金·古斯曼的一名亲信 15 日在
美国法院作证，指认古斯曼曾用
1 亿美元贿赂墨西哥前任总统恩
里克·培尼亚·涅托，要求后者叫
停追捕。

亚历克斯·西富恩特斯是哥伦
比亚人，自称曾经充任古斯曼的
得力助手，当天在纽约市布鲁克
林区一家联邦法院接受交叉质
证。古斯曼的辩护律师杰弗里·利
奇特曼问，2016 年是否告诉美国
执法人员古斯曼行贿，西富恩特
斯回答：“是的。”

西富恩特斯说，他先前告诉
美国检察官，是培尼亚首先接触
古斯曼，一开始索要2.5亿美元贿
赂。古斯曼告诉他，给培尼亚的
贿赂款由一个名为“战友玛丽
亚”的人2012年10月在墨西哥城
交付，培尼亚当时的身份是当选
总统。

西富恩特斯还说，古斯曼曾
告诉他，培尼亚发信息告知这名
大毒枭不必再躲藏。

培尼亚及其发言人尚未回应
西富恩特斯的说法。他执政时的
幕僚长弗朗西斯科·古斯曼在社交

媒体“推特”写道，西富恩特斯
的证词“虚假、是诽谤且荒诞”。
他强调，是培尼亚政府“锁定、
拘押并引渡”古斯曼。

作为贩毒组织锡那罗亚集团
的头目，古斯曼三次落网，两次
越狱，2017 年 1 月因涉嫌向美国
走私可卡因、海洛因等毒品而从
墨西哥引渡至美国。

路透社说，西富恩特斯指认
古斯曼贿赂总统培尼亚是案件去
年11月开审以来最具爆炸性的内
容之一。先前所获证词关联低级
别官员腐败。

新华社美国底特律1月15日
电（记者许缘 邓仙来） 美德两大
汽车制造商福特和大众15日宣布
多项合作协议，将联合生产皮卡
和厢式货车，并探索在电动汽车
和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

福特和大众当天在底特律北
美国际汽车展上宣布了这一消
息。根据合作计划，两大汽车巨
头将在2022年开始合作生产皮卡

和中型厢式货车。
大众首席执行官赫贝茨·迪

斯表示，大众和福特将利用共同
资源和创新能力，形成市场互
补，提高市场竞争力。福特首席
执行官吉姆·哈基特表示，合作
计划将有助于提高两家公司的市
场适应能力，进一步满足消费者
需求。

当天，福特和大众还签署了

一份谅解备忘录，探索未来在电
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
但两家公司并未透露合作细节和
时间表。

北美国际汽车展于14日至27
日在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举
行。北美国际汽车展属国际顶级
汽车展，与法兰克福、日内瓦、
巴黎和东京国际汽车展齐名，在
全球汽车业界有重要影响力。

日本首都东京一家法院15日
驳回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
斯·戈恩的保释申请，戈恩的律师
可能提起上诉。

日本共同社以多名法律专家
为消息源报道，法庭似乎认定戈恩
如果获得保释，可能销毁证据。

如果不存在嫌疑人销毁证据
或逃跑风险，日本法院通常批准保
释。路透社分析，戈恩所受拘押可
能持续数月，直至进入法庭审理阶
段。

自去年11月19日第一次逮捕
戈恩以来，日本检察机构接连以多
项罪名三度逮捕他，把拘押期限延
长至本月11日。戈恩的律师11日
向法庭申请保释。

戈恩现在收押在东京看守
所。检方先前指认戈恩涉嫌少报
自2010年起5个财务年度大约50
亿日元 （约合 3 亿元人民币） 的
薪酬、挪用公款；检方15日追加
指认他涉嫌少报2015财年至2018
财务薪酬以及把2008年全球金融
危机时蒙受的个人投资损失转嫁
给日产。

根据检方起诉书，戈恩申报
2010财年至2018财年薪酬大约78
亿日元（4.7亿元人民币），实际薪
酬大约170亿日元（10.2亿元人民

币）。
路透社15日援引一名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日产打算在针对戈
恩的所有刑事犯罪诉讼结案后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他赔偿日产损
失。

日产谋求索赔的项目包括先
前为戈恩在海外购买住宅、为他
支付帆船俱乐部会费、代他向大
学捐款；戈恩从日产和日本三菱
汽车公司2017年在荷兰所设合资
企业违规领取大约 800 万美元
（5400 万元人民币） 奖金；他让
日产子公司向提供他信用担保的
一名沙特阿拉伯商人支付1470万
美元（9900万元人民币）。

戈恩先前同时兼任日产、三菱
汽车和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董事长，
事发后遭日产和三菱汽车解职。
路透社 15 日报道，法国政府已经
敦促雷诺汽车董事会考虑替换戈
恩的人选。

法国政府持有雷诺汽车 15%
股份，占董事会两个席位。

戈恩 1999 年加入日产，以铁
腕改革方式引领日产走出经营困
境。在他推动下，日产、三菱汽车
和雷诺汽车组成联盟，2018 年上
半年汽车销量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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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和大众联合造车

肯尼亚一商业综肯尼亚一商业综合体合体

遇袭至少15人死亡

安全人员在事发地行动安全人员在事发地行动。。

巴西新任总统雅伊尔·博索纳
罗 15 日签署一项临时政令，放宽
对巴西公民持有枪支的限制条件。

巴西2017年记录在案的谋杀
案将近6.4万起，其中将近4.5万起
牵涉枪支。博索纳罗试图让民众

“以枪制暴”，以助兑现打击犯罪这
一竞选承诺。

松绑松绑

博索纳罗当天在总统府签署
行政令时说：“为保障民众自卫的
合法权利，我作为总统，将使用这
一武器。”

行政令有效期限为120天，适
用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枪支收
藏者和猎人等群体。城市人口申
请持枪的条件包括所居住城市平
均每年谋杀率超过十万分之 10，
即每 10 万人中超过 10 人死于谋
杀。

申请持枪的公民同时需要满
足年满25岁、没有犯罪记录、通过
心理测试、参加射击课程等条件。

依据先前规定，申请人需要向
警方陈述持枪理由。限制条件放
松后，申请人只需向警方提交申
请，无需陈述理由。如果警方发现
申请人牵涉犯罪团伙或申请材料
造假，有权驳回申请。

通过审核者可以在住宅或办
公室配备最多4件枪支，枪支登记
有效期由5年延长至10年。如果
家中有儿童或精神疾病患者，枪支
须放入保险柜。

这项政令只放宽拥枪条件，没
有修改与在公共场所携枪相关的
标准。

制暴制暴

博索纳罗的幕僚长奥尼克斯·
洛伦佐尼说，政府正考虑削减持枪
许可和登记费用，向海外企业开放
巴西小武器市场。

洛伦佐尼告诉巴西全球新闻
电视台，研究显示，民众越是得到
更完善的武器装备，暴力事件的数
量越趋于下降。在他看来，持枪抢
劫住宅案件增加的原因是劫匪知
道居民无力自卫。“任何一个罪犯
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畏惧一

名持枪居民。”
巴西人口大约2.1亿。联邦警

察数据显示，国内流通的合法购买
武器数量刚刚超过64.6万，大约一
半注册在私人名下，另一半由安保
人员持有。不过，巴西司法部一项
研究推算，这个南美洲最大国家现
有将近800万件非法枪支。

先前左翼政党执政时期寻求
严格管控枪械。前总统路易斯·伊
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2003年签
署控枪法，禁止普通民众携枪，审
查购枪者背景并赋予联邦警察驳
回持枪申请的权力。博索纳罗及
其支持者打算启动议会立法程序、
废除这部法律。

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巴西贩毒
团伙和反政府武装人员能从边境
地带轻易走私武器。东南部城市
里约热内卢的暴力团伙大都持有

“格洛克”牌手枪并从美国和欧洲
生产商处购买AR系列步枪。

脱责脱责

在一些安全专家看来，放宽持
枪限制将导致暴力事件增加。

巴西智库伊加拉佩研究所在
一份声明中说，政府如果诚心提高
公共安全，打击有组织犯罪，应努
力执行、而不是废除现行枪支法
律。

“政府尤其应加强建设全国数
据库，追踪缴获走私枪支的情况，”
声明说，“政府必须增强对警察和
私人安保企业的监管力度。”

致力于减少暴力事件的非政
府组织“我是和平”在网上发布数
条广告，抨击新行政令。其中一条
写道：“如果你生病了，政府不会要
求你买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如
果遭遇暴力，你为什么不能指望政
府、而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

巴西公共安全和公民权研究
中心分析师西尔维娅·拉莫斯同样
认为，新政令把政府保障安全的职
责“转嫁”给民众。

拉莫斯告诉法新社记者，博索
纳罗签署政令是“令人十分不安的
举动”。“他在说，去买枪吧，以后不
要抱怨谋杀案增加……大家得用
上自己手中的枪。”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