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5日，在法院外，章莹颖的父亲章荣
高在聆讯后走出法庭。 新华社 图

据公开报道， 记者不完全统计，
2000年以来，已至少有27名中国留学生
在海外遇害，平均年龄仅为23.8岁，其中
女性占比超过70%。此外， 从作案动机
来看，“熟人” 预谋作案占比超过四成，
其中有9起涉及“感情纠纷”。从出事时
间来看，有近一半的事件发生在凌晨。

目前，27起事件中， 已结案18起，
结案率约为56%。 在量刑方面， 被判
“有期限的监禁”人数最多。此外，还
有9起案件的嫌犯尚未被宣判。

■据法制晚报

意义

记者6日从住房城乡建
设部获悉，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接续平台已全面投入
使用，使住房公积金在全国
范围内实现了“账随人走，
钱随账走”。

据了解， 全国所有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末全部
接入平台，自7月1日起，住房
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已
全部可以通过平台办理。这
能达到让信息多跑路、 群众
少跑腿的目标， 提升了住房
公积金服务效率。

■据新华社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获悉， 我国中星
9A依靠卫星自身推进器
成功入轨。

2017年6月19日，长
征三号乙遥二十八火箭发
射中星9A卫星过程中运
载火箭出现异常， 未能将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
密切配合下， 通过准确实
施10次轨道调整， 卫星于
2017年7月5日成功定点

于东经101.4°赤道上
空的预定轨道。 目前，
卫星各系统工作正常，
转发器已开通，后续将
按计划开展在轨测试
工作。

根据专家审查意
见，长征三号乙遥二十
八火箭问题定位于三
级滑行段姿控发动机
滚动控制的推力器出
现异常，目前已完成技
术归零和举一反三工
作。 ■据新华社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巴林和埃及
四国外长5日发表联合声
明， 称卡塔尔对13点复交
要求的回复令人失望，四
国对卡塔尔的抵制将继
续。 四国当天没有宣布对
卡塔尔追加制裁。 德国外
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
说， 这至少不会令当前局
势进一步复杂化。

得到卡塔尔答复后，
四国外长在埃及首都开罗

会晤。外界普遍预计，四国将
在会后宣布对卡塔尔的进一
步制裁。不过，四国仅表示将
继续抵制卡塔尔， 并未直接
宣布制裁。

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
朱拜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
媒体记者， 四国对卡塔尔的
政治和经济抵制将继续，直
至卡塔尔的政策得到改变，
变得“更好”。就外界关注的
进一步制裁，朱拜尔表示，将
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
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
阿勒萨尼5日在伦敦出席一
场智库会议时表示，卡塔尔
在为长期僵持做准备，“我
们过去数周采取的措施就
是寻找替代途径，以确保国
家的供应链不被切断。”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
伊普·埃尔多安5日重申对
卡塔尔的支持，称四国提出
的复交要求“不能接受”。

■据新华社

在全面抗战爆发80周
年前夕， 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中美日俄四国保
存的七三一档案调查研究
及综合利用” 课题组，6日
向记者披露了最新发现的
24份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总务部兵要地志班的调
查报告。

课题组专家表示，此
类资料是首次公开的新资
料和新证据， 对于进一步
认知“七三一部队”的活动
范围、 调查内容和对苏作
战等历史事实有着重要价
值， 对于全方位地揭露侵
华日军细菌战体系和其战
争罪行有着重要作用。

课题组主要负责人、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七
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杨彦君说，这24
份调查报告是从日本民
间和防卫省图书馆收集
而来，档案封面标识有档
案形成的时间， 以及“石
井部队”“石井部队兵要

地志班”字样。
石井四郎是侵华日军

第七三一部队创办者，首
任部队长。“七三一部队”
曾以石井部队的名义进行
细菌研究。

报告主要由两部分内
容组成， 一部分是七三一
部队在伪满洲国境内的调
查报告。 这部分报告以扩
大细菌研究基地、 考察细
菌培养基、 细菌传染媒介
和细菌攻击方法为主要内
容， 并对伪满洲国境内的
湿地、地质、山川和水源地
开展了全面系统调查，拍
摄了照片并绘制了图纸。

另一部分是“七三一
部队” 以苏联为对象进行
的防疫、地质、山川、水源、
交通等情报的搜集， 甚至
对苏联的《第三个五年计
划》和《军事机密保护法》
都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其
目的是为准备对苏战争的
细菌战和部队卫生防疫服
务。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5日下午3时，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
邦法院对涉嫌绑架中国访问
学者章莹颖的嫌疑人布伦特·
克里斯滕森进行第二次聆讯。

法官埃里克·朗当庭宣
布拒绝克里斯滕森保释，理
由是根据检方提供的证据，
克里斯滕森既可能对他人造
成伤害，也可能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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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莹颖绑架案嫌犯二度聆讯
被指有重大危险不得保释 惊人案情披露

嫌犯自曝章莹颖如何反抗

凶嫌已物色下个目标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助
的华人律师王志东告诉记者，此
次聆讯持续24分钟左右。 聆讯过
程中，克里斯滕森一言不发，全程
没有看受害人家属一眼。

联邦检察官布赖恩·弗里尔
斯在庭上出示了一些此前未公开
的证据。

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对克里斯
滕森在6月29日的电话通话进行
监听时，发现一段录音，显示克里
斯滕森同月9日违反章莹颖的意
愿、把她强行带到家中，章莹颖极
力反抗。 这成为警方30日实施抓
捕的关键证据。 那段录音最后，克
里斯滕森威胁听自己讲述作案细
节的人不得泄密。

联邦调查局在章莹颖失踪大
约一个星期后开始对克里斯滕森
进行监控。监控录像显示，克里斯
滕森29日竟然与一名白人女子手
牵手出现在当地华人和中国留学
生为章莹颖举行的祈福活动上。

调查人员在监听时发现，克
里斯滕森在这场集会上物色下一
个作案目标， 甚至详细描述他挑
选绑架对象的标准， 称章莹颖具
有作为受害者的“理想特点”。

根据这些证据， 法官埃里克·
朗认为，克里斯滕森是对社会极其
危险的人物，如果释放将对社区安
全造成威胁， 而且有逃跑可能，因
此拒绝辩方律师的保释申请。克里
斯滕森在受审前将无限期关押。

王志东说，聆讯时，他就坐在
章莹颖父亲旁边，今天的结果在意
料之中，章莹颖家人也没有特别强
烈的反应。法官完全采信了检方提
供的证据，作出了正确决定，对章
莹颖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安慰。

庭审或于14日启动

埃里克·朗说，法院定于当地时间
本月14日上午10时对克里斯滕森进
行预审，届时决定是否起诉。

如果本案的大陪审团在14日前
同意起诉，预审将被取消，当天直接
开始审理。 大陪审团由16至23人组
成，可以看检方搜集的证据，据此决
定是否起诉犯罪嫌疑人。 王志东说，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大陪审团在14日
前同意起诉的可能性非常大。克里斯
滕森的一名辩护律师汤姆·布鲁诺
称，检方证据“片面”，且需要经过辩
方律师检验，“我们有权利盘问，以验
证这些证据的可靠性”。

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刘军出席
了第二次聆讯。 他在聆讯后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总领馆高度关注此案，从6
月9日得到消息后就积极介入，中国驻
美大使崔天凯几次敦促美方尽快破
案。刘军当天还会见了当地警方代表，
指出当务之急是找到章莹颖的下落，
要求抓紧时间破案。警方答应中方要
求，表示已经派出最好的刑侦专家夜
以继日进行调查。 ■据新华社

24份调查报告再揭日军侵华罪行

据杨彦君介绍，这批档
案主要形成于1937年3月至
1939年11月，此时正值日苏
之间诺门罕战争前后，日本
对外侵略正处在“南进”和
“北进”的争论之中。

杨彦君告诉记者，此前
关于“七三一部队”总务部
兵要地志班的公开资料几
乎没有，这24份调查报告是
首次公开的新资料和新证
据。这批调查报告对于“七
三一部队” 活动的范围、调
查的领域、 发挥的作用，有
了新的评估， 丰富了关于
“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
弥补了过去对兵要地志班
资料的不足和认知上的缺
失，对于全方位揭露日本细
菌战体系和“七三一部队”
战争罪行有着重要作用。

对揭露日本细菌战
体系有重要作用

四国不满卡塔尔答复，但未追加制裁

住房公积金实现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依靠卫星自身推进器
我国中星9A成功入轨

调查

留学生遇害熟人作案占四成

7月5日，在法院外，嫌犯克里斯
滕森的辩护律师埃文·布鲁诺接受
记者采访。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