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阿富汗北部昆都
士省官员１１日向媒体证实， 一伙
塔利班武装人员日前在该省卡莱
伊扎尔地区与军警发生枪战， 交
火造成至少１４名军警死亡， 另有
１２名军警受伤。

当地警方负责人萨夫达尔·
阿里说， １０日夜晚， 一伙塔利班
武装人员对该地区一安全检查站
发动突然袭击， 并与驻守检查站
的军警展开持续交火。 交火中至
少７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死亡， 另
有９名武装人员受伤。

当地省议会议员赛义德·阿

萨杜拉·萨达特１１日也向新华社
证实了此次交火事件。 他表示，
塔利班势力在该地区依然活跃，
军方急需加强针对塔利班目标的
打击力度。

据悉， 这是卡莱伊扎尔地区
近期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 塔利
班武装人员１０月５日晚在该地区
和军警发生交火， 造成７名军警
死亡、 ５人受伤。

阿富汗将于本月２０日举行国
民议会选举， 该国塔利班组织日
前呼吁民众抵制选举， 威胁将在
选举期间袭击特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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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警方近日破获一个
专门针对华侨华人的犯罪团伙，
该团伙从８月１９日至１０月２日共实
施了１３起针对中国人的暴力抢
劫。 法国警方、 中国驻法国大使
馆及华人组织提醒在法中国公民
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负责调查案件的巴黎北郊奥
贝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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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及时间， ９日上午破获
一个由１１人组成的犯罪团伙。 这
１１名嫌犯年龄为１７至１９岁， 均有
犯罪前科， 已因涉嫌 “有组织暴
力抢劫” 被拘留。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１０日发布
公告说， 该犯罪团伙专门盯梢、
尾随从餐馆或从公司回家的中国
人至家门口， 伺机实施抢劫。 警
方在犯罪团伙住处查获一批赃
物， 目前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
中国驻法使馆提醒在法中国公民
提高警惕， 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奥贝维利耶是临近巴黎的一

个市， 这里有著名的巴黎北郊小
商品批发市场， 是新的华人聚居
区， 时常发生针对华侨华人的严
重暴力犯罪。 ２０１６年８月， 在法
华侨张朝林在该市遭歹徒抢劫、
殴打， 导致重伤不治。 巴黎华侨
华人随后举行 “反暴力 ， 要安
全” 大游行， 表达对法国社会治
安恶化， 特别是长期以来针对华
侨华人和中国游客的抢劫暴力犯
罪日益加剧的不满。

富尔米格说， 该市警方十分
重视保护华侨华人安全， 也已取
得了 “令人鼓舞的成绩”， 去年
以来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抢劫案
数量已显著下降 。 但她同时强
调 ， 华侨华人安全形势依然严
峻 ， 提醒华侨华人减少现金流
动， 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富尔米格说， 为更好地保护
华侨华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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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俄罗斯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法警方破获针对华人作案团伙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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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日，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
线大幅下挫。分析人士认为，由于
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攀升并
维持在高位运行，市场担忧未来利率
或将继续上升，削弱企业盈利能力，
加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等因素，
市场避险情绪明显上升， 投资者
纷纷抛售股票等风险资产。

截至当天收盘， 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８３１．８３点 ， 收于２５５９８．７４点 ， 跌
幅为３．１５％。 标准普尔５００种股票
指数下跌９４．６６点 ， 收于２７８５．６８
点 ， 跌幅为 ３．２９％ 。 纳斯达克
综 合指数下跌 ３１５．９７点 ， 收于
７４２２．０５点， 跌幅为４．０８％。

当天道指创下８个月以来最
大单日跌幅； 标普５００指数出现
五连跌， 并创下自今年２月８日以
来最大单日跌幅； 纳斯达克指数
则创下自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４日以来最
大单日跌幅。

值得注意的是 ， 当天标普
５００指数十一大板块全部收跌 ，
其 中 科 技 板 块 领 跌 ， 跌 幅 接

近 ４．８％， 为２０１１年８月以来最大
单日跌幅。 今年一度表现抢眼的
主要科技股中， 亚马逊股价下跌
了６．１５％， 奈飞股价大幅下跌了
约８．４％， 苹果及脸书股价也都下
跌超过４％。

目前投资者仍重点关注美国
国债收益率曲线。 十年期国债收
益率继上周持续上行后 ， 在９日
早盘一度触及３．２６％， 创７年来新
高， １０日仍继续盘旋在３．２％以上
的高位。 此外， 两年期国债收益
率１０日也一度触及２００８年以来的
高点。

分析人士认为， 近期美债收
益率上行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数
据表现强劲， 以及美联储主席杰
罗姆·鲍威尔近日重申渐进加息
防范经济风险等表态的推动。

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且幅度
超乎预期， 一方面令市场担忧利
率将继续上升， 从而增加企业借
贷成本， 削弱其盈利能力， 同时
还可能推高债务违约率， 增大市
场风险。 另一方面， 这也或将促

使投资者抛售股票， 购买收益更
高的债券。 此外， 近来贸易紧张
局势加剧也令上市公司未来盈利
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 加大了投
资者担忧。

而科技股下跌明显， 一定程
度上则是获利者进行行业轮换所
致。 华尔街资深交易员约翰·莫
纳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 “科技股大多为基金所持，
此前表现良好， 涨幅较多的股票
在市场承压时最容易被减持。”

美股自本月初以来大幅走
弱， 迄今道指跌幅已逾３．２％， 标
普５００指数跌幅超过４．４％， 纳斯
达克指数跌幅更是超过７．７％。

不过， 有分析认为， 在美国
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的情况下，
美股下行风险有限， 而新财报季
的到来或可提振市场情绪。 据汤
森路透最新预测， 标普５００成分
股 公 司 今 年 第 三 季 度 盈 利 同
比增长２１．５％， 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７．４％。 图为交易员在美国纽约
证券交易所工作。 据新华社

孟加拉国手榴弹袭击案宣判

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科学 、
工程和医学学院１０日发布了一份
“宇宙生物学战略报告”， 建议扩
大对地外生命的搜索范围。

这份１９６页的报告应美国国
会要求撰写， 报告认为美航天局
应结合该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
升级寻找地外生命的筛选标准。

报告称， 搜索地外生命的证
据链条应将 “不可知论的” 生命
信号包括在内， 即那些不与某种
特定的新陈代谢或分子 “蓝图”
有联系的生命信号， 它们可能不

同于我们所知的生命特征。
目前， 搜索以水和氧气为生

存条件的碳基生命仍是地外生命
搜寻的主流。

报告提出要探测 “缺能” 生
命或分布稀疏的生命， 如无机化
能营养或食岩生命， 尤其要关注
行星表面下可能存在的生命。

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 行星
地表下的生命形式可能存在多样
性， 火星表面下存在液体， 且表
面下有水的行星和卫星中存在支
持生命的地质作用等。

美机构提出搜寻地外生命新战略

19人被判死刑
新华社电 孟加拉国首都达

卡快速审判法庭１０日对２００４年导
致至少２４人死亡的手榴弹袭击案
进行宣判， 判处１９人死刑。

根据法官当庭宣读的判决 ，
包括两名前任部级官员在内的１９
人被判处死刑， 反对党民族主义
党执行主席、 前总理卡莉达·齐
亚之子塔里克·拉赫曼等１９人被
判处无期徒刑， 另有１１人被判处
数年监禁。

警方表示， 在两起相关案件
中共有５２人被起诉， 其中３人已
在其他案件中被执行死刑， 另有
３１人被逮捕， 此外还有包括拉赫
曼在内的１８人在逃。

宣判结果公布后， 孟加拉国
司法部部长哈克对媒体表示， 拉
赫曼是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当时的反对派
领导人哈西娜。 民族主义党在宣
判结果公布后则表示， 审判是对
该党的政治报复， 并宣布举行为
期两天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１日 ， 孟两大政
党之一的人民联盟 （人盟） 在达
卡举行集会时遭手榴弹袭击， 导
致至少２４人死亡、 ３００余人受伤，
人盟领导人、 现任总理哈西娜幸
免于难， 但耳部受伤。 此后她一
直患有严重的耳疾和眼疾， 曾前
往美国接受治疗。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阿富汗北部爆发枪战14名军警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