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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记者徐永
春）时隔5年，巴黎特别重罪法庭2日
首次开庭审理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
击案，14名嫌疑人将受到审判。

据媒体报道，14名嫌疑人中有11人
被捕，3人在逃，其中两人据信已在叙
利亚死亡。这些嫌疑人据信向恐怖分
子提供物资和后勤帮助，间接参与恐怖
袭击，将面临10年监禁到无期徒刑。

据报道，此次庭审规模空前，预计
将有逾百名证人出庭，包括恐袭案幸存
者和遇难者亲属。庭审预计将持续至
11月10日，并将全程录像存档。

2015年 1月7日，两名武装分子闯
入位于巴黎的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
刊》总部，用冲锋枪向在场人群扫射，造
成12人死亡。1月9日，两人逃进一家印
刷厂，劫持人质与警方对峙，后被击毙。

《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发生后同年
内，法国接连遭到多起恐怖袭击，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
宁上月31日警告说，法国发生恐怖袭
击的风险仍然很高。

法《查理周刊》恐袭案
在巴黎开庭审理

综合新华社华盛顿9月2日
电（记者刘品然）美国政府2日
以国际刑事法院（ICC）继续调查
美方人员为由，宣布将对该法院
两名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
国务院记者会上宣布，美方将制
裁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法
图·本苏达和管辖、互补与合作
部门负责人法基索·莫乔乔科。
蓬佩奥称，美国务院已对参与调
查美方人员的个人采取签证限
制措施，继续向被制裁者提供物
质支持的个人和实体也将面临

制裁风险。
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裁定，

批准对塔利班、阿富汗安全部队、
美国军事和情报人员在阿富汗所
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展开调查。
本苏达曾表示，有足够证据表明
美方人员于2003年至2004年在
阿富汗有对在押人员进行虐待、
侵犯个人尊严等行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发布行
政令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
缔约国，该法院针对美国军事和
情报人员在阿富汗行为的调查
威胁到美国主权和国家安全及

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将对相关人
员实施制裁。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阿富
汗是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因此
该法院对在阿富汗发生的有关
罪行具有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城
市海牙，根据2002年生效的《罗
马规约》设立，对犯有种族灭绝
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
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

国际刑事法院对此谴责称，
美国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是
为了报复其在阿富汗涉嫌战争

罪的问题，此举是对法治的“严
重攻击”。国际刑事法院表示，
将继续“坚定支持工作人员执行
其使命，对全球范围内的严重罪
行追究刑事责任”。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
里克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的记者会上说，联合国将持续并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联合国和国
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合作建立在
联大通过的《关系协定》基础
上。“我们将分析事态发展对该
协定的实施可能造成的影响。”
迪雅里克说。

美将对国际刑事法院俩高官实施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谴责：对法治的“严重攻击”

新华社华盛顿9月2日电（记者熊
茂伶 高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日
发布报告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政府
支出增加、收入下滑，公众持有的美国
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将于 2021 财年
（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上一次美
国联邦政府债务水平超过经济产出规
模还是在1946年。

报告说，由于疫情造成经济活动
中断，并促使国会出台大规模财政应
对措施，预计2020财年联邦预算赤字
将达3.3万亿美元，是2019财年的3倍
多。2020财年联邦预算赤字占GDP比
重将达16%，为1945年以来最高；2021
财年这一比重将降至8.6%。

报告预计，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
债务2020财年将达到GDP的98%，远
高于疫情之前2019财年的79%；这一
比重2021财年将超过100%，2023财年
将升至107%，2030财年将达到109%。

为应对疫情冲击，自3月以来，美
国国会已经出台总额约3万亿美元的
经济纾困法案。

美政府债务
2021财年将超GDP

新华社莫斯科9月2日电（记
者李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2日表示，俄方愿与德国进行
全面协作调查俄反对派人士纳瓦
利内疑似中毒事件。

据俄媒体报道，佩斯科夫当天
表示，俄方愿与德方进行全面协作
并就此事交换信息。俄方目前尚
无法对德方宣称纳瓦利内中毒的
表态作出回应。他同时表示，俄总
检察院此前向德方发出请求进行
相关调查，俄方希望得到回复。他
还说，在纳瓦利内被送往德国之
前，俄方为其进行了一系列检查，
并未发现任何有毒物质。

当天早些时候，德国政府发表
声明说，纳瓦利内中了一种“诺维

乔克”类型的神经毒剂。德国总理
默克尔随后表示，德国政府强烈谴
责这一中毒事件，并要求俄罗斯政
府必须对此作出回答。默克尔还
说，德国已向欧盟成员国和北约盟
友通报了纳瓦利内中毒情况，欧盟
和北约盟友将决定对该事件采取
适当的集体回应措施。

据悉，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俄反
腐基金会创始人纳瓦利内8月20日
在乘坐俄境内一国内航班途中，感
到身体极度不适。飞机紧急降落鄂
木斯克市后，纳瓦利内被送往当地
一家医院进行救治，随后被送往德
国柏林沙里泰医院接受治疗。该医
院2日发表声明说，纳瓦利内的症状
有所改善，但仍未脱离危险。

德宣称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
俄总统新闻秘书：未发现有毒物质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年9月16日上午10：00
在 中 拍 平 台 ( 网 址:https://
paimai.caa123.org.cn) 举 办
拍卖会，公开拍卖：1.郏县公
安局扣押于仓库的农药原料
133项（保证金50万元）；2.位
于宝丰县人民中路北侧钰丰
尊邸14幢1单元602、702号
房产（保证金20万元）；3.位于
平顶山市石龙区同心和谐小
区5号楼商铺3套（保证金10
万元/套）；4.位于平顶山市石
龙区观湖佳苑一期商铺5套
整体拍卖（保证金30万元）；
5.830箱习窖酒（酱9）（保证
金1000元-10万元）。以上
详见评估报告。

标的详细资料请到我

公司获取。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年9月14日16时前携带
保证金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
以实际到账为准）。若竞买
不成功，保证金全额无息退
还。
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
起、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 2885588
15938972792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新华路中
段豪享来楼上四楼
公司网址：www.hnjlpm.com
工 商 监 督 电 话 ：0375-
3963288
河南省金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2020年9月4日

金霖拍卖公告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刘红
霞 谢希瑶）针对印度宣布禁用118款中
国手机应用程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3日回应，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
切，坚决反对。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说，9月2日，印度信息技术部
以所谓“有损印度主权与完整、印度国
防、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为由，宣布禁
止118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印度使
用。

“印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
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违
反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他说，中国
政府一贯要求中国在海外企业遵守
国际规则，合法合规经营。印方有
关做法，不仅损害中国投资者和服
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损害
印度消费者的利益，损害印度作为
开放经济体的投资环境。

“中方敦促印方纠正错误做法。”
他说，中印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希望印方与中方共同维护好来之不
易的合作发展局面，为包括中国企业
在内的国际投资者和服务提供者营
造开放、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印度宣布禁用
118款中国APP
商务部：严重关切，坚决反对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记
者王宾）针对美国近日宣布限制
中方在美外交活动，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3日表示，美方有关行
径“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
通”，反映出美反华势力已丧失
理性和自信。中方敦促美方立
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中方将根
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回
应。

当日例行记者会后有记者
问及：美国国务院2日发表声明，
要求中国驻美高级外交官访问
美高校和会见美地方政府官员、

中国驻美使领馆在馆外举办50
人以上的文化活动均须报美国
务院审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去年 10月以来，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驻美使领馆
及其人员在美正常履职不断设
置限制。有关做法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
干扰中美关系和双边正常交往。

华春莹说，根据《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
公约》和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
定，中美双方应为对方驻各自国
家外交领事人员依法履职提供

充分便利。中方一贯依法依规
为美驻华使领馆及其人员在华
进行正常活动提供便利。

她说，反观美方，美国国务
院去年10月、今年6月两次对中
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活动提出
提前报备要求，这次又进一步要
求报批，甚至限制他们同美国地
方官员私人和社交往来。“这些
行径完全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领事条约，
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
通。这反映出美国反华势力已
丧失理性和自信，得了反华妄想

症，必将继续受到各界有识之士
强烈谴责和反对”。

“中美关系对两国、对世界
都很重要。中美双方任何时候
都应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华春
莹表示，中国驻美使领馆将继续
与美国社会各界保持正常交
往。中方将继续支持两国社会
各界开展正常交流合作。

“我们敦促美国国务院立即
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停止阻挠两
国正常人员交往，停止破坏两国
关系。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
出正当、必要回应。”华春莹说。

美再限制中方在美外交活动
我外交部：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

9 月 3 日，在韩国江原道江
陵市，一个停车场被泛滥的河
水淹没。超强台风“美莎克”3
日经过韩国北部江原道后离开
该国继续北上，目前已造成韩
国1人死亡、1人受伤。据韩国
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3 日凌晨，
釜山市一座公寓的玻璃窗在台
风中破碎，一名 60 多岁的女性
被玻璃碎片击中后身亡。此
外，台风过境导致 2400 多人被
暂时转移，850 余处设施受损。
台风还造成韩国全境27万余户
家庭停电，950 多个航班被取
消，6条线路的32班列车暂时中
断运行。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台风“美莎克”
过境韩国
27万余户家庭停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