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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芝加哥7月12日
电（记者汪平 徐静）美国司法部
12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伊利诺伊
州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当天决定
起诉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
的嫌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
原定14日进行的预审取消。

声明说，如果克里斯滕森最
终被判绑架罪名成立，面临的最
高刑罚将是终身监禁。

这一起诉是由检察官帕特
里克·汉森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探
员肖恩·考克斯共同宣布的。克
里斯滕森的出庭日期将由法院
另行通知。根据检方的起诉书，
克里斯滕森在6月9日绑架和拘
禁了章莹颖，在此过程中使用一
部摩托罗拉手机和一辆黑色土
星轿车作为犯罪工具。

起诉书称，基于在法庭上已

经提供的证据和文件以及在调
查过程中尚未披露的一些证据，
负责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和
警方认为章莹颖已经遇害。联
邦调查局、伊利诺伊大学警察局
以及伊利诺伊州警察局正继续
调查这一案件。

美国联邦调查局6月30日逮
捕了克里斯滕森，指控他涉嫌绑
架章莹颖。7月5日，美国伊利诺

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法官埃里
克·朗拒绝克里斯滕森的保释申
请，并宣布将于7月14日进行预
审以决定是否起诉克里斯滕森。

现年 26 岁的章莹颖今年 4
月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
佩恩分校学习。当地时间6月9
日14时左右，她在坐上一辆黑色
轿车后失踪。美国联邦调查局
将这一事件定性为绑架案。

美联邦大陪审团决定起诉章莹颖案嫌疑人
起诉书称：基于已有事实，相信章莹颖已经遇害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7月12日电
巴西联邦法官塞尔吉奥·莫罗12日
宣布，前总统卢拉因贪腐和洗钱，一
审被判处9年6个月有期徒刑。

莫罗作为巴西石油公司（简称
巴油）腐败案的一审法官，于2016
年9月宣布接受检察院对卢拉犯有
贪腐和洗钱罪的指控。卢拉被指控
与巴西奥亚斯建筑公司关系密切。
此前，奥亚斯建筑公司已被控向政
府官员和巴油高管行贿，以获得高
额建筑合同，而该公司位于圣保罗
州海滨城市瓜鲁雅的一栋高档住宅
被怀疑是卢拉的财产，卢拉对这一
住宅进行过大规模翻新。此外，根
据检方的指控，卢拉在担任总统期
间，利用职权让保罗·科斯塔等人继
续留在巴油高管的职位上，以使奥
亚斯建筑公司能更方便获得项目。

巴西前总统卢拉
被判刑9年6个月

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2 日电
（记者高攀 江宇娟）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12日发表声明说，美国贸易
代表莱特希泽当天正式通知韩国
政府，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讨
论修改美韩自贸协定。

美韩自贸协定2012年生效。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从2011
年至2016年，美国对韩货物贸易逆差
从132亿美元增至276亿美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与韩国
总统文在寅会晤后表示，奥巴马政
府签署的美韩自贸协定并不是“划
算的交易”，美韩目前正就建立公
平和互惠的贸易关系进行合作，并
将采取更多措施放宽彼此商品进入
对方市场的限制。但韩方否认两国
领导人在会谈中就重新开展自贸谈
判达成一致。韩国媒体认为，这显
露了两国在“重谈自贸协定方面的
裂痕”，不过，重谈协定以及韩方作
出利益妥协或将无法避免。

美要与韩讨论
修改自贸协定

本报讯 在“通俄门”持续发
酵的情况下，7月13日，刚刚结束
欧洲之行的特朗普又一次踏上
欧洲大陆，应邀前往法国访问。

特朗普访问法国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本来不打算参加7月14日
的法国国庆日庆典，但 6 月 27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话中告
诉特朗普，今年的庆典纪念美国
参加一战100周年，会在凯旋门
附近检阅美国和法国部队，有战
斗机编队在天空中飞过，还有旌
旗战马和军备展示。

报道称，这些都是特朗普原
本想在自己1月份的就职典礼上
出现的。白宫官员称，特朗普告
诉马克龙，他将会出席，于是美
国和法国官员抓紧筹备行程。
据悉，特朗普访问法国将持续大
约27小时，行程包括在埃菲尔铁
塔的豪华酒店共用晚餐以及拜
访拿破仑墓。

据悉，7月14日，特朗普夫妇
将会参加法国国庆日游行暨纪
念美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并登陆法国100周年。随后，
特朗普将返回美国。特朗普的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
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波塞
特等将陪同出访。

“通俄门”再添新料
据环球网7月 13日报道，11

日，卷入“通俄门”的小特朗普为
证清白公布的邮件让人们知道
了两个名字：戈德斯通和阿拉加
罗夫。12日晚，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独家发布了特朗普
2013 年与戈德斯通和阿拉加罗
夫一家用餐的视频。

CNN 公 布 的 视 频 拍 摄 于
2013年6月15日，当时阿拉加罗
夫父子是特朗普的生意伙伴，戈
德斯通则是艾明·阿拉加罗夫
（子）的音乐公关，席间特朗普与
他们相谈甚欢。CNN说，视频显
示了特朗普与阿拉加罗夫一家的
关系有多亲近。用餐次日，特朗普
还对媒体说，阿拉加罗夫一家是

“俄罗斯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

在小特朗普11日公布的邮件
中，戈德斯通在2016年 6月3日
上午的邮件中写道，“今早俄罗
斯首席检察长见了艾明的父亲，
提出愿意提供给特朗普竞选团
队一些官方文件和信息，可以帮
助定希拉里的罪，对你父亲很有
利。这当然是非常高层和敏感
的信息，但这是俄罗斯及其政府
对特朗普先生的支持”。

小特朗普的邮件还显示，他
在收到上述相关信息后，最终与

俄罗斯律师在纽约的特朗普大
厦会面。虽然他声称那场会面
什么都没拿到，特朗普12日也发
声明为长子的“高尚品德”背书，
但难以压倒汹涌的批评质疑之
声，白宫据称如同遭遇一场“5级
飓风”。CNN更是迅速发布了这
条独家视频。

美一议员要弹劾特朗普
当地时间7月12日，美国众

议院民主党议员布拉德·谢尔曼

正式提出一项针对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弹劾条款，指责特朗普在

“通俄门”的调查中妨碍司法公
正。

据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
州议员谢尔曼是首个正式对特
朗普提出弹劾条款的议员。民
主党人正讨论此时推动弹劾特
朗普在政治上是否明智。

谢尔曼在他的弹劾条款中
说，在“通俄门”调查过程中，特
朗普5月份突然解雇美国联邦调
查局（FBI）前局长科米的行为是
在妨碍司法公正。

报道称，在共和党控制的
众议院，谢尔曼的弹劾条款不
太可能成功。但谢尔曼说，他希
望通过提交弹劾条款来警告特
朗普政府，并建立长期的立法
手段，使共和党人同意弹劾特
朗普。

白宫发言人萨拉·赫卡比猛
烈抨击了谢尔曼的这一举动。

“我认为这是完全荒谬的，是最
差的政治游戏。”她说。

（李天奕）

特朗普前往法国看阅兵
CNN添堵：公布特朗普与俄权贵用餐视频

网上视频截图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
者孙辰茜）针对中国与朝鲜之间的
铁及铁矿石贸易问题，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国一贯全面、准确地执行联
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与民生相关
的贸易不受制裁影响。

耿爽说，中朝是邻国，两国之
间保持着正常的经贸往来。联合
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规定，关于
朝鲜出口铁和铁矿石用于民生目
的、不涉及为朝鲜核导计划创收的
不受制裁影响。中方致力于推动
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是坚定的、明确
的，将继续全面、准确、认真、严格
地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朝决议。

中方回应与朝铁矿石贸易

制裁不应影响民生

本报讯 柬埔寨政府周三（7
月12日）宣布，基于环保原因，永
久禁止出口沙子。这意味着长期
进口柬埔寨沙子的新加坡，得为
填海造陆寻找新的沙子来源。

据报道，柬埔寨长期向新加
坡出口沙子，联合国数据显示，自
2007年以来，新加坡已从柬埔寨

进口超过7200万吨沙子，但新加
坡政府称其在这段时间只进口了
1600万吨。环保团体指出，挖掘
沙子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柬埔寨政府也已于去年底实施临
时禁令，但活动人士指出，相关挖
掘工作仍在继续。

柬埔寨矿业和能源部发言人

Meng Saktheara表示，新的永久
禁令是基于环境问题，环境保护
团体的担忧是正确的，挖沙的风
险相当巨大。

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
国土面积扩大了20%以上。新加
坡政府认为，填海造陆是应对不
断增加的人口的关键战略。沙子

在填海造陆工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但在最近的计划中，新加坡已
开始尝试用较少沙子的技术。

其他国家过去也已下达相关
禁令，马来西亚已在1997年禁止
出口沙子，印尼也在2007年宣布
禁止向新加坡出口沙子。

（孙蒙）

柬埔寨下令禁止出口沙子

新加坡哭了：我用啥填海

7月13日，特朗普抵达巴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2 日电
（记者陆佳飞 周而捷）美国国防部
发言人瑞安·狄龙12日说，美军已
经进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
亚的大本营拉卡，协助当地武装同

“伊斯兰国”作战。
狄龙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已有

美军及其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
际盟军进入拉卡，主要任务包括根
据地面情况呼叫空袭支援等。

美军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叙利亚民主军”6月6日开始向拉卡
发起进攻，初期进展迅速，但是在向
城中心挺进过程中遭到“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的顽固抵抗。狄龙表示，
美军估计目前尚有约2000名“伊斯
兰国”极端分子留守在拉卡城内。

五角大楼说

美军进入拉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