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日前，2019年“3·15”银行
业和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教
育宣传周拉开帷幕。 中国太保
寿险湖南分公司以消费者为中
心， 在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3·15”系列活动。

3月15日，中国太保寿险湖
南分公司组织辖内机构集中开
展了一次“首席客户服务经理

接待日”活动及“消费者座谈”活
动， 各级机构主要负责人与客户
面对面互动交流， 解决客户的实
际问题。

后续， 公司还将组织开展保
险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等大型
主题活动， 向社会公众提供更优
质、健康、安全、诚信的保险服务。

■通讯员 陈婧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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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
新西兰总督帕齐·雷迪转达慰
问。 她说：“我对克赖斯特彻奇
今天发生的骇人事件深感悲
痛。 菲利普亲王和我向遇害者
亲属和朋友表示慰问……在这
个悲痛时刻， 我们的心和祈祷
与所有的新西兰人在一起。”

英国警方分管反恐事务的
官员尼尔·巴苏发表声明说，英
国警方反恐部门随时准备帮助
新西兰应对和调查这起袭击。
他说， 英国警方已经在本国宗
教场所附近增强巡逻和其他安
保措施，以防类似事件发生。

新西兰的邻国澳大利亚也
谴责这起袭击。澳大利亚总理斯
科特·莫里森证实， 涉嫌行凶的
一名枪手出生在澳大利亚，是名
“极右翼暴力极端恐怖分子”。澳
大利亚警方已着手配合调查。

美国白宫在声明中将这起

袭击称作“因仇恨而生的邪恶行
径”。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
说，美国愿为新西兰提供一切帮
助，“美国与新西兰在一起”。

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
格说：“虽然远在地球另一端，
但这强烈提醒我们， 当这种事
情（恐袭）发生时，所有人应该
团结在一起帮助缓和紧张局
势、打击极端主义。”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在推特上向新西兰遇害者
致哀，表示法国将继续与其他国
家合作反恐。法国内政部长克里
斯托夫·卡斯塔内说， 法国已加
强宗教场所附近的安保措施。

德国、丹麦、瑞典等欧洲国
家领导人发表声明， 谴责新西
兰发生的恐怖袭击。 沙特阿拉
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卡塔
尔、 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向新西
兰方面表示慰问。

位于克赖斯特彻奇市中心
的马斯吉德·努尔清真寺和位
于郊区林伍德的另一座清真寺
15日下午相继发生枪击， 致使
至少49人死亡、48人受伤。医院
方面说，死者中包含儿童。

美联社援引目击者莱恩·佩
内哈的话报道，一名身穿黑衣的
男子进入位于哈格利公园内的
马斯吉德·努尔清真寺，随即响
起数十声枪声， 人们惊恐地逃
出清真寺。 他看到那名枪手在

应急人员抵达前逃离。
佩内哈说，他进入清真寺、

试图帮忙，“看到到处是尸体”。
一名目击者告诉新西兰广

播电台，他听到数声枪声，看到
至少4人倒在地上，“到处是
血”。

当地警务专员迈克·布什
说， 警方还在克赖斯特彻奇市
一辆汽车内发现一些简易爆炸
装置，已经成功拆除一个，正着
手处置另一个。

美国波音公司14日证实，
已 经 停 止 向 客 户 交 付 737�
MAX系列客机。

截至当天，全球超过300架
波音737�MAX�8型和9型客机
停飞。

波音公司发言人查兹·比
克斯14日告诉媒体记者， 这家
飞机制造商“在评估状况的同
时继续生产”737�MAX系列客
机，但暂时停止向用户交付。

多家媒体前一天报道，全
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停飞
737�MAX系列客机，波音向各
国航空运营商交付737�MAX
系列机型“实际陷入停滞”。

波音公司股票价格14日再次
下跌大约 1% ， 本周跌幅接近
12%。美联社报道，这家企业的市
值缩水大约290亿美元。

路透社报道， 鉴于波音通常
在交付飞机后才会收到尾款，如
果737�MAX系列客机持续停飞，
这家企业每月应收而未收的款项
预计大约为18亿至25亿美元。

波音公司在去年狮航空难后
说， 将升级737�MAX系列客机的
飞行控制软件；在埃塞航空空难后
说，软件升级将在“今后几周”完成。

加拿大加通贝祥投资公司分
析师肯·赫伯特说，波音可能耗费
5亿美元用于软件升级及安装。

“恐袭！新西兰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两座清真寺遭遇严重枪击事件 已有49人死亡 嫌疑人仇视外来移民

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3月15
日发生严重枪击事件，截至当晚已有49人死亡，另有
数十人受伤。

这是新西兰迄今遭遇伤亡最惨重的大规模枪击
事件。新西兰执法部门把它定性为“恐
怖袭击”，拘捕多名嫌疑人。

听到数声枪声，“到处是血”目击

警方当天拘捕至少4名嫌
疑人，其中一名是女性，初步调
查显示他们持极端主义立场。

被拘捕的嫌疑人中， 一名
20多岁白人男子据信在社交媒
体上发布不少带有极右翼色
彩、白人至上主义特征的言论，
仇视外来移民， 还晒过步枪和
其他武器的照片。

这名男子被控谋杀， 定于
16日出庭。一些媒体最初报道，
两起枪击均为同一名枪手所
为，但晚些时候修正说法，称尚
无法确定是否由同一人实施两
场枪击。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

里森15日证实， 这名20多岁的
白人男子出生在澳大利亚，但
没有披露有关此人的更多信
息。 澳大利亚警方已着手配合
调查。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那名
枪手嫌疑人来自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州， 著名城市悉尼便是
该州首府。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
说， 在全州各处清真寺周边加
强警戒，以防恐怖袭击。

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
事汪志坚表示， 中国总领馆已
经启动应急机制， 经与警方核
实，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
中国公民在该事件中伤亡。

抓捕 警方当天拘捕至少4名嫌疑人

国际反应

多国谴责新西兰恐袭

这张从社交媒体获得的视频截图显示，3月15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警察赶往枪击案现场。 新华社 图

观察

新西兰“至暗时刻”
的警示

当地时间15日午后，
多名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对这座新西兰第三大城
市至少两座清真寺发起
突袭。遇袭者的遭遇让人
悲伤，袭击者的冷血令人
愤慨。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
德恩在袭击发生后说，“这
是新西兰史上最黑暗的
一天，也是新西兰史无前
例的暴力事件……这是
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恐
怖袭击”。

目前公开信息相对
有限，人们还无从对事件
有全面认知。但仅从媒体
获取的信息看，这次袭击
事件有两个特点： 第一，
发生在治安良好的新西
兰；第二，这是一次“白人
至上”分子的冷血袭击。

新西兰是一个多元
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向来
社会稳定。然而，正是在
这样的国家发生了如此
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一
名袭击嫌疑人在社交媒
体上对袭击作出长达数
十页的“声明”， 充斥着
“白人至上”、反移民等言
论。阿德恩和澳大利亚总
理莫里森均证实，至少有
一名犯罪嫌疑人是澳大
利亚人。

此次袭击和此前在
西方国家发生的一些袭
击事件，都显露了一个相
似苗头：“白人至上”、反
移民等社会杂音，正在压
缩包容与理性的空间，为
狭隘和极端思想的滋生
提供了温床，而网络传播
又增加了防范的困难。

■据新华社

中国太保寿险湖南分公司
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

埃塞航空失事客机黑匣子运抵巴黎

波音暂停交付
737�MAX系列客机

连线

埃塞航空失事客机黑匣子运抵巴黎
据法国媒体3月14日报道，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已

经收到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的黑匣子，即将对其中
的数据进行分析。

11日，失事飞机的两只黑匣子被找到，其中一只部分损
坏。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BFMTV）报道，埃塞航空发言人
称他们缺乏技术手段对黑匣子进行分析，但拒绝将黑匣子送
往波音飞机原产地美国。

另悉， 印尼政府打算加快对去年印尼狮子航空公司波音
客机空难的调查速度，提前发布完整调查报告。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