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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通过对朝的严厉制裁决议
将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 减少对朝石油产品供应
联合国安理会 11 日一致通过
第 2375 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
的制裁，决议同时重申维护朝鲜半
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
交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将减
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
织品出口以及禁止朝鲜海外务工人
员向国内汇款等，以最大限度遏制
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
决议表决后表示，中方一贯坚持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问题。第 2375 号决议体现了上述
“三个坚持”原则，表明了国际社会
反对朝鲜发展核和弹道导弹能力、
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立
场。中方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要
求朝方停止核导开发的愿望和意
志，切实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不
再进行核导试验，切实回到无核化
轨道。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
贾发言时表示，安理会成员国应当
继续寻找朝核危机的外交解决办
法。他敦促安理会认真考虑俄中
两国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核危
机的倡议。
涅边贾同时强调：
“俄罗斯不承
认朝鲜争取核大国地位的诉求，并
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关于要求平
壤停止其导弹计划的决议，以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
”
针对朝鲜 9 月 3 日进行的第六
次核试验，
美国在次日向安理会成员
散发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
供安理
会 15 个成员国讨论。这是 2006 年
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第九次通过针对
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新华社

埃及警察巡逻队在西奈遇袭
18 人死亡 5 人受伤

安理会成员国投票现场

我外交部：
希望决议内容得到全面、
完整执行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就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375 号决
议答记者问。
耿爽说，朝鲜不顾国际社会
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严
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
方赞同安理会就此采取必要措
施。9 月 11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
第 2375 号决议，反映了安理会
成员维护半岛及地区和平稳定、
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及维护国
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立场。
决议同时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
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
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支持
恢复六方会谈，并且强调有关各
方应当采取措施降低半岛紧张
局势等。中方希望第 2375 号决
议的内容得到全面、完整执行。
耿爽表示，作为朝鲜半岛的
近邻，中方密切关注半岛局势发
展。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是中方处理朝
核问题，包括参与安理会审议时
一贯秉持的立场。要解决半岛
问题，有关各方均应承担起应有
责任，发挥应有作用，切实采取
措施缓和半岛紧张局势，重启对
话谈判。朝鲜应遵守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尊重国际社会普遍呼
声，不再继续推进核导开发。美
国、韩国等方面也应避免采取使
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半
岛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军事解决
没有出路，中方决不允许半岛生
战生乱。
耿爽说，中方提出的“双暂
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是解
决半岛问题的现实可行出路，我
们呼吁有关各方给予积极考虑，
同中方一道坚持推动对话协商，
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实现半
岛和平稳定作出努力。 新华社

福建14年前
“杀人案”
5被告人昨被改判无罪
9 月 12 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在
南平建阳法院依法公开宣判缪新
华故意杀人，缪德树、缪新容、缪新
光、缪进加包庇再审案，依法撤销
原判决，
宣告 5 名被告人无罪。
2003 年 4 月 6 日，福建宁德发
生一起杀人案件。被告人缪新华与
被害人杨某曾系恋人，
后各自成家。
2003年4月6日中午，
缪新华到杨某
母亲住所找杨某的兄长杨某某，
下午
2时，
缪新华遇见杨某，
双方短暂交谈
后各自离开。当晚9时许，
杨某从其
母亲住所外出后失踪，
其随身佩戴首
饰，并携带电话本、钥匙。同月 19
日，
在柘荣县城郊乡一废旧房子发现
尸块，
经被害人亲属辨认并经相关鉴

定，
确认死者系杨某。
案发后，缪新华被认定为杀害
杨某的犯罪嫌疑人，缪德树等 4 人
被 认 定 为 帮 助 分 尸 、毁 灭 证 据 。
2005 年 8 月，宁德市中级法院认定
被告人缪新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死刑，缪德树等 4 名被告人犯包庇
罪，
分别判处8年至3年不等有期徒
刑。2006 年 4 月，福建省高级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缪新华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
执行，
维持其他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各原审
被告人以未实施杀人、包庇犯罪，
原判错误为由，向福建省高级法院
提出申诉。2017 年 7 月，福建省高

级法院做出再审决定，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福建省高级法院再审认为，
原判
认定原审被告人缪新华杀害被害人
杨某，
并伙同原审被告人缪德树、
缪
新容、
缪新光、
缪进加分尸、
抛尸的事
实缺乏客观性证据证实，
原审被告人
的有罪供述相互之间、
前后之间，
有
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之间均存在
无法合理排除的矛盾和疑点，
有罪供
述得不到其他证据的佐证，
且其他定
案证据亦存疑。故原判认定缪新华
犯故意杀人罪，
缪德树、
缪新容、
缪新
光、
缪进加犯包庇罪的事实不清，
证
据不足，不能认定五原审被告人有
罪，
依法应予纠正。
新华社

“e租宝”
案公开宣判 26人获刑

涉案两公司被处罚金合计 19.03 亿元 丁宁被判无期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2
日公开宣判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
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被告人丁宁、张敏等 26 人集
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法院对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
属 罪 ，判 处 罚 金 18.03 亿 元 ( 人 民
币，下同)；对安徽钰诚控股集团以
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 1 亿元；对
丁宁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
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50 万元，罚
金 1 亿元；对丁甸以集资诈骗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罚金 7000 万元。
同时，
法院分别以集资诈骗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

属罪、偷越国境罪，对张敏等 24 人
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至 3 年不等刑
罚，
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安徽钰诚控
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于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
间，在不具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资质
的前提下通过
“e 租宝”
“芝麻金融”
两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布虚假的融
资租赁债权项目及个人债权项目，
包装成若干理财产品进行销售，并
以承诺还本付息为诱饵对社会公开
宣传，向公众非法吸纳巨额资金。
其中，大部分集资款被用于返还集
资本息、收购线下销售公司等平台
运营支出，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被
挥霍，
造成大部分集资款损失。
法院还查明，钰诚国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丁宁等人犯走私贵重

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
境罪的事实。案发后，公安机关全
力开展涉案资产的追缴。
截至目前，本案已追缴部分资
金、购买的公司股权，以及房产、机
动车、黄金制品、玉石等财物。追
缴到案的资产将移送执行机关，最
终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法院认为，二被告单位及被告
人丁宁、张敏等 10 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
资，
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法院还认为，二被告单位以及
丁宁、张敏等 26 名被告人的非法
集资行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造
成全国多地集资参与人巨额财产
损失，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制
度，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中新社

埃及一支安全巡逻队 11 日在
西奈半岛遭恐怖分子袭击，事件造
成 18 名 警 察 和 平 民 死 亡 、5 人 受
伤。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发表媒体声
明，强烈谴责这起恐袭事件。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宣称这起恐袭事件
是其所为。
据埃及官方《金字塔报》11 日
报道，事件发生在北西奈省阿里什
市，巡逻队在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后，
还有武装分子向他们开火，巡逻队
在迅速赶来的安全部队支援下与这
伙武装分子交火。
另据埃及中东社报道，安全部
队在交火中击毙了 3 名武装分子。
这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

利亚境内接连遭受挫败、丧失大部
分地盘以来，在中东地区发动的最
严重恐袭之一。
“伊斯兰国”2014 年在伊拉克
和叙利亚崛起后，活跃在西奈半岛
的极端组织立即宣布效忠“伊斯兰
国”并成立“西奈分支”，成为“伊斯
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成立
最早和最大的分支。
“西奈分支”多次在西奈半岛和
埃及其他地方制造恐袭，如 2015 年
10 月底发生的俄罗斯客机遭袭案、
去年年底以来发生的多起埃及科普
特基督徒遭袭案等，但类似本月 11
日这起直接针对安全部队的严重袭
击事件相当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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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团”
护驾
萨卡什维利强行闯入乌克兰
曾获乌克兰特邀“反腐”后来却 “颜色革命”上台，两次担任总统，任
被剥夺国籍的格鲁吉亚前总统米哈
内奉行亲西方政策，展现一定的经
伊尔·萨卡什维利 10 日在“粉丝团”
济和政治治理能力。其中，反腐举
护送下强行越过波兰与乌克兰的边
措被广为称道。
界线，试图为剥夺国籍一事讨说法，
乌克兰政局剧变后，萨卡什维
继而东山再起。
利 于 2015 年 5 月 加 入 乌 克 兰 国
萨卡什维利当天试图从波兰梅
籍，随后被乌总统彼得罗·波罗申
迪卡边境口岸进入乌克兰，
遇到乌方
科任命为敖德萨州州长，前往这一
边防部队阻拦。法新社报道，
几小时
腐 败“ 重 灾 区 ”反 腐 。 然 而 ，他 只
后，
数以百计支持者高喊着他的昵称
干了 18 个月就宣布辞职，称乌克
“米沙，
米沙”
，
推开边防士兵，
簇拥着
兰政府并非真心反腐，还指认波罗
萨卡什维利，
闯入乌克兰境内。
申科任人唯亲，袒护敖德萨州的犯
大约 1500 名拥趸陪同萨卡什
罪“家族”。
维利在乌克兰边境步行前进，直到
今年 7 月，波罗申科趁萨卡什
他坐上了一辆驶往乌西部城市利沃
维利不在国内，剥夺了他的乌克兰
夫的小汽车。大约 500 名“粉丝”在
国籍，称后者为了获得乌克兰国籍
那里迎接他。
而向乌移民机关提供虚假个人信
萨卡什维利的支持者柳德米
息。萨卡什维利随后前往美国，并
拉·戈雷茨卡称，乌克兰的“主要问
表示将返回乌克兰，通过法律途径
题是腐败”，
“ 相信萨卡什维利能带
争回乌克兰国籍。
领我们国家走出危机”
。
一旦获得国籍，萨卡什维利便
萨卡什维利在格鲁吉亚通过
可参与选举。
新华社

日本神户街头发生枪击案
一男子身亡 行凶者在逃
据日媒报道，当地时间 12 日上
子，并对案件背景展开详细调查。
午 10 点左右，一名 40 岁左右男子
警方透露，新组织头目的住所
在日本神户市长田区街头遭到枪
位于案发现场附近。两三辆车正欲
击。该男子头部流血倒地，被送医
驶入干线道路时，遭可能埋伏在此
救治，约 1 小时 15 分后确认死亡。
的行凶者汽车撞击被迫停车，随后
目前，警方正在追踪在逃的嫌犯。
发生了枪击。行凶者弃车逃跑。警
据兵库县警方消息，死亡男子
方接报称“响起枪声，有男子倒地”
、
似乎是从指定暴力团“神户山口组” “发出两次枪响”
。
脱离后于今年 4 月与部分团伙干部
据当时在室内的目击者透露，
宣布另立门户的新组织成员，或许
上午 10 点多听到类似车辆相撞的
是头目的保镖。警方认为枪击案是
巨响，向外看发现有多名男子在路
神户山口组和新组织之间的对抗，
上扭打并激烈争吵。突然传出手枪
作为杀人案立案侦查。
的枪声，目击者赶忙准备报警时又
目 前 ，警 方 正 在 追 踪 在 逃 男
听到第二声枪响。
中新网

英警察不办案理由挺奇葩：
负责的警员休假去了

英国埃塞克斯郡商人杰克·怀
特利的仓库里市值 2.6 万英镑（约合
22.3 万元人民币）的货物被盗。怀
特利报案时告诉警察，仓库里的监
控设备拍到了窃贼和他们用的车以
及车牌号。他以为这能帮助警方迅
速破案，帮他找回货物。但是过了
些日子后，警方告诉他案子暂时破
不了，给出的理由令他吃惊。
怀特利报案一周后收到警方一
名文职人员发来的邮件。对方告诉
怀特利，警方根据监控录像查到了
窃贼所用车辆的车主，查到了车的
去向，但没有采取抓捕行动，原因是
负责抓捕行动的警员休假去了，而
其他警员各有任务，在“满负荷”工

作，
无法抽身解决这桩案件。
59 岁的怀特利做户外家具生
意，被偷走的货物是摆放在花园中
的一些家具。他说：
“ 我们告诉警
察，一旦他们找到货物，我们会开辆
卡车去把货物运回来，但是现在货
物可能已经被卖掉了。
”
埃塞克斯郡警方说，他们优先
处理可能会马上给公共安全带来危
险的案件。
据英国《每日邮报》11 日报道，
埃塞克斯郡警方面临大幅削减开支
的压力，已经把公众报案点从 25 个
减少到 10 个，不受理噪音投诉等
“小案子”，还大幅减少了文职人员
以及社区协警的数量。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