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枪手跑过
总理所在的房间

枪击事件发生时，加拿大总理斯蒂
芬·哈珀正在议会大楼内与保守党同僚
开会，并发表演讲。有目击者称，枪手
跑过了哈珀所在的房间，在20米开外
的议会图书馆入口处被打死。哈珀目
前已从议会大楼安全离开。

“总理（哈珀）正在党团会议上发
言，突然听到轰隆声，然后是噼里啪啦

的枪响。我们四处散开。这就发生在
党团会议的门口，”加拿大国库委员会
主席托尼·克莱门特对记者描述道。

议会大楼枪声大作

当地电视画面显示，议会大楼内的
过道枪声大作，保安人员举枪向过道一
头追去。加拿大警察特种部队进入议
会大楼展开搜查。

现场一名建筑工人告诉记者，他听
到了枪响，然后看到身穿黑衣的枪手跑

向议会大楼。枪手劫持了一辆黑色轿
车，司机下车后，枪手开车来到议会的
中央大楼。

目击者马克-安德烈·维奥表示，
他看见一名男子跑进议会大楼一个党
团会议场所，身后是尾随而来的警察。
然后有警员大喊了一声“寻找掩护”。
他表示随后出现了“10、15、可能20声
枪响”，很可能是一件自动式武器在开
火。

突如其来的枪击事件让议会大楼
的议员和工作人员惊慌失措。媒体报
道，有议员匆忙之中用多把椅子抵住房
门，阻止枪手闯入。

被击毙枪手来自魁北克

加拿大警方证实，一名枪手在议会
大楼内被击毙，他们正在搜索是否有其
他嫌疑人。警方尚不确定，是否只有一
名枪手制造了这起枪击事件。目前，加
议会大楼及附近地区已被封锁。

加拿大媒体报道，被击毙枪手为32
岁的加拿大男子迈克尔·泽哈夫·比博，来
自加拿大魁北克。加拿大警方此前已经
将他列为“高度危险”的可疑人物，并且没

收了他的护照，以防止他前往国外作战。
加拿大广播公司从魁北克法院获

得的文件显示，这名男子曾在10年前
因为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而被判入狱60
天。2011年，该男子又在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抢劫银行，再次被判入
狱。他的母亲目前居住在蒙特利尔，服
务于联邦政府。

目前，加拿大警方没有说明这名枪
手的作案动机，但媒体报道称，这起枪
击事件可能与宗教极端分子有关。

议会警卫官成“英雄”

在22日枪击事件中，枪手最终被
58岁的加拿大议会警卫官凯文·维克
斯开枪击毙，这也让维克斯成了媒体报
道中的“英雄”。

目睹事发情况的加拿大保守党议员
彼得·戈德林说，维克斯从办公室拿着武
器出来，向枪手开枪，“明显击中了枪手”。

警卫官是加拿大众议院的高级官
员，由加拿大总督任命。警卫官日常职
责多是仪式性的，比如每天拿着象征众
议院权力的权杖前往众议院议事厅。

当有外国领导人到访加拿大众议

院时，维克斯经常出现在他们身边。

安保措施遭质疑

枪击事件发生后，议会大楼的安保
措施受到舆论质疑。

加拿大前安全情报官员戴维·哈里
斯当晚对媒体说：“议会大楼从来都应
该是安全保卫措施最严密的地方之
一。枪手突然冲进去，显然表明议会大
楼存在（防卫不严）让人闯入的通道。”

议会大楼是加拿大参众两院和总
理办公室所在地。正常情况下，进入议
会大楼首先要通过一道玻璃和金属大
门，之后将通过安全检查。

按照规定，工作人员以及记者等持
有特殊证件的人员在向安保人员出示
证件后可以进入大厦内部。其他人员
需先办理手续，被安排经由指定通道进
入大厦内部，进入之前需接受电子安
检。国会议员则通过另外一个专设通
道进入国会大厦。对这一突发枪击事
件，美国前中情局官员皮勒说：“这一案
件提出警示：必须在严密的保安与防范
和适度的宽松与便利之间寻求平衡。”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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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加拿大议会大楼、国家战争纪念碑和市中心的一家购
物中心22日上午发生枪击事件。加拿大警方确认，一名在国家战争纪念碑值勤的加
拿大士兵遭枪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卫兵受伤，一名枪手被警方击毙。据报道，另有
一名枪手逃匿。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严重恐怖袭击事件，有加拿大媒体把此
次枪击事件称为“加拿大版9·11”。

在枪击事件发生10个小时后，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发表电视讲话，认定这
起枪击事件为恐怖行为。他说，“我们不会被吓倒。”

哈珀在讲话中说，加拿大境内本周已经第二次发生了残忍和极端的袭
击事件。本周早些时候，准尉帕特里斯·文森特被“一名受（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影响的恐怖分子”杀害。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发表声明，将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级别从轻微调高至
中度。

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当前正准备采取措施，授予加拿大安全情报
局更大的权限。新法律将允许加拿大情报机构跟踪和调查身在海外的恐
怖嫌疑人，并最终起诉他们。

渥太华上演
加拿大版

9· 11

■■■■■ ■■■■■ ■■■■■

枪手冲入议会大楼，大厦内传来枪声。随后渥太华警方和特警展开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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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22日发
生枪击事件10个小时后，加拿大总
理哈珀发表电视讲话，认定这起枪
击事件为恐怖行为。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韩国釜山10月23日电（记者彭茜）国际
电信联盟2014年全权代表大会23日在韩国釜山举
行秘书长选举，中国推荐的现任国际电信联盟副秘
书长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新一任秘书长。

当天有156个成员国代表参加了投票。赵厚麟
作为唯一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即获得152票支持，
高票当选为新一任秘书长，成为国际电信联盟150
年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

赵厚麟将于2015年1月1日正式上任，任期四
年。他也是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人的第三
位中国人。此前，陈冯富珍和李勇分别当选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当选后，赵厚麟在发言中感谢中国政府的提名
及各成员国给予的巨大支持和鼓励。作为新任秘书
长，他表示将兑现竞选承诺“更好的电信、信息通信，
让人人生活更美好”，将忠实履行职责，带领国际电
信联盟创新发展，努力实现国际电信联盟宗旨，通过
合作为全球信息社会提供卓越的服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利华在大会发言
中对赵厚麟成功当选表示祝贺，感谢各国支持，期待
赵厚麟在未来工作中带领国际电信联盟新一届领导
层为成员国提供更好的服务。刘利华还对即将卸任
的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哈马敦·杜尔表示敬意。

国际电信联盟是重要的联合国专门机构，负责
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制定
全球电信标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电信援助，促进全
球电信发展。该机构目前有193个成员国，700多
个部门成员和学术成员。

赵厚麟当选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齐中熙、陈春
园）记者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美国当地时
间22日下午（北京时间23日），美国马萨诸塞州交
通局正式批准向中国北车采购284辆地铁车辆，装
备波士顿红线和橙线地铁。这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
企业在美国面向全球的招标中首次胜出。

据北车美国公司总经理卢西伟介绍，这284辆
地铁列车包括152辆橙线车、132辆红线车，于今年
5月面向全球招标，中国北车与全球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企业分别投标。最终中国北车胜出。这也是继
中国北车2011年获得法国罐车的订单后，再次获得
欧美国家的轨道交通装备整车订单。自此，中国北
车轨道交通装备实现了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
美洲、大洋洲六大洲的覆盖。

这批地铁列车为马萨诸塞州交通局在波士顿及
周边都市圈运行的快速运输车辆，车体采用不锈钢材
质，采用全动车结构，其中橙线列车载客量类似于国
内目前大量使用的B型车，红线列车载客量更大，类
似于国内大型城市所使用的A型车。列车运营时速
102公里。在定期维护和大修基础上，车辆设计能够
每年运行12.9万公里，服务年限至少30年。列车的
结构强度、控制安全要求等方面采用美国标准。

中国北车是世界最大的地铁车辆供应商，近五年
来占据全球地铁车辆22.4％的市场份额。中国北车
的地铁车辆能登陆美国，除了其经营业绩外，还依赖
其领先的研发制造技术和可靠的生产工艺组织能力。

波士顿地铁始建于1897年，是世界上最早建成
地铁的城市之一。作为世界上城市轨道交通历史最
为悠久、线路最为密集的国家之一，美国对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具有持续的需求。

中国地铁车辆
首次登陆美国
中国北车284辆地铁车辆
在美国的全球招标中首次胜出

10月23日，在韩国釜山赵厚麟（中）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 彭茜 摄

国际电信联盟150年历史上
首位中国籍秘书长——

赵厚麟

生于服装剪裁师家庭

赵厚麟1950年出生于高邮市一个服装裁剪师
家庭，兄弟姐妹多，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学习就要
求上进，做什么事都很认真。1966年初中毕业时，
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作为班上的干部，他以特有的亲
和力、凝聚力使很多同学喜欢跟他在一起。之后，他
被下放到高邮偏僻的农村，很快就学会了割麦、插
秧、挖地，在艰苦的劳作之余，他仍然到处找书来看，
不相信知识没有用。考入南京邮电大学后，赵厚麟
勤奋刻苦，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长期就职国际电联

赵厚麟1986年经我国邮电部选拔推荐，被国际
电信联盟录用为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秘书局专
业职员，1998年当选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成为该位置上133年以来第一位非欧洲籍主要负责
人，改变了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人士担任电联领导
层的格局。2002年，赵厚麟以国际电联历史上罕见
的高票数连任。2006年，赵厚麟又以高票当选国际
电联副秘书长，2010年再次连任。这也是迄今中国
人在国际电信组织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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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0月22日电（记者
易爱军 周而捷）美国总统奥巴马22
日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当天发生的枪
击事件给美国敲响了防范此类“无理性
暴力行为或恐怖主义”的警钟。

奥巴马当天在白宫主持召开埃博
拉疫情会议后对媒体记者说，渥太华发
生的“悲剧性”枪击事件令所有人“震
惊”。美方目前尚未掌握与袭击有关的
所有信息，包括袭击动机、袭击是否属

于更广泛计划的组成部分以及袭击是
由单人还是多人实施等。一旦掌握了
所有信息，美国政府将把其纳入目前的
反恐行动中予以考虑。奥巴马还说，作
为邻国和盟友，美加必须“完全同步”应

对恐怖活动。
渥太华袭击事件发生后，位于美国

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加强
了警戒，美加共同组建的北美防空司令部
也宣布采取措施确保空防处于应有状态。

美国提高阿灵顿国家公墓警戒
北美防空司令部也宣布采取措施确保空防处于应有状态

新华社堪培拉10月23日电 在加
拿大首都渥太华发生枪击事件后，澳大
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院议长布朗温·毕晓
普23日表示，澳议会已采取“适当措
施”，防止类似事件在堪培拉发生。

自上月起，澳联邦警察已接管议会
大厦内部和外部的安保警戒。记者当
天在议会大厦看到，大厦外围持枪警察
的数量明显增加。

渥太华枪击事件发生后，澳大利亚

总理托尼·阿博特于23日专门召开了
安全会议。阿博特表示，加拿大发生的
枪击事件表明，恐怖分子的威胁是真实
存在的，但他希望人民如常生活，不要
被恐怖分子吓倒。政府采取的所有反

恐措施都针对犯罪和恐怖主义。
澳大利亚9月宣布，有关部门拦截

到恐怖分子密谋袭击联邦议会的情报，
政府将恐怖警戒级别提升至第二高等
级，相应安保措施随之加强。

澳大利亚加强安保防止暴恐事件

加拿大议会大楼遭恐怖袭击
总理哈珀:“我们不会被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