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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18日承
诺斥资超过20亿欧元（约合22亿美元）
推出一揽子措施，以降低高企的失业
率，拉动长期停滞的经济。

奥朗德形容法国眼下处于“某种经
济紧急状态”，亟需新措施。

作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现
阶段失业率约为 10％，失业人口达
357 万人。按照奥朗德的说法，失业

“对法国民众而言是唯一比安全还重
要的议题”。

当天向工商界人士发表新年谈话
时，奥朗德说，法国需要“加快改革步
伐”，而让人们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的“关
键”是创新。

其中10亿欧元将用于为50万失业
人员提供培训。“法国必须增加培训、教
育，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奥朗德说。

根据刺激就业的一揽子计划，雇员
少于250人的企业将获得“新聘奖励”，
每增加一名合同期超过6个月的员工，
有望获得2000欧元奖励。

奥朗德说，法国需要升级“雇工友
好型”经济模式。言下之意，法国企业
给予雇工的待遇和福利提高了用工成
本，使得一些企业不愿意雇人。

不过，奥朗德表示，不会“重新评

估”每周35小时的法定工时。他同时承
诺不会加税，“这20亿欧元不会通过任
何形式的增税来筹集，而会通过节约财
政开支实现”。

一些政治对手认定，奥朗德打算在
2017年总统选举中寻求连任，因而采取
政府干预行为、“人工”降低失业率。奥
朗德则否认这些指责。

反对党已经对这名社会党籍总统

的新措施提出质疑。
“弗朗索瓦·奥朗德和他的政府生

活在哪个星球上？他们居然认为给企
业一张一千欧元或两千欧元的支票，
企业就会招人了？”国民议会议员、共
和联盟的纪尧姆·拉里韦说。前总统
尼古拉·萨科齐是这一最大反对党的
领导人。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路怒”枪杀中国女生，美国会怎么判？
美国亚利桑那州警方17日宣布逮

捕并指控一名女子，她在交通肇事后枪
杀一名中国女留学生。

这起案件被美国媒体称为“路怒枪
击”，但警方调查显示，戴维斯可能醉酒
或滥用药物，且存在精神疾病和暴力倾
向，事因并非简单的“路怒”。

那么，上述因素将对此案的定罪量
刑造成怎样的影响？新华社记者就此采
访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张军。

一级谋杀罪

据坦佩市警官迈克尔·普利介绍，戴

维斯面临预谋一级谋杀罪、持致命武器加
重恐吓、持致命武器妨害治安等三项指控。

张军说，这三项罪名“非常重”，尤其是
一级谋杀罪，如果成立，量刑“至少是终身
监禁且不得假释，甚至可能是死刑”。

“从戴维斯面临的三项指控来看，她
很可能一辈子待在监狱里。”

尽管当地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多用
了“路怒”的标题，但据警方调查，戴维斯
事发时可能存在醉酒、滥用药物等问题，
逃逸后还试图藏匿涉案枪支和车辆，并
换掉了肇事时穿的衣服。

警方调查发现，戴维斯曾在密苏里州
因拒绝停车接受警方检查获刑3年。她与
丈夫感情不和，被捕时刚与男友入住亚利

桑那州梅萨市一处公寓4天。男友告诉警
方，戴维斯当天醉酒。她本人向警方承认，
自己服用了止痛镇静药物欧克西克锭。

张军认为，既然牵涉酒后或滥用药物
后驾车、持枪伤人等行为，这一案件就不再
是简单车祸，而是涉及“更大的刑事责任”。

抑郁辩护“门槛高”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援引法
庭文件和警方消息报道，戴维斯精神抑
郁，被捕时“表现出想被执法人员枪击的
意愿”，警方还在其住所找到一张体现出
暴力倾向的字条。

就戴维斯的精神状况是否可能对其

定罪量刑产生影响，张军说：“精神疾病
如果被证明在刑事作案时阻碍了作案人
的自主行为，有可能作为一个很好的辩
护理由。但是不能说只要有抑郁就可以
免除刑事责任，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两
者不能划等号。”

张军说，法院将要求对戴维斯进行精
神疾病方面的评估，评估结果很“关键”。

经济赔偿难料

关于戴维斯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
样的经济赔偿，张军分析，如果一级谋杀
罪名成立，陪审团将根据一个“复杂公式”
裁定赔偿数字，考虑的因素包括受害者年
龄、因被剥夺生命而蒙受的潜在经济损
失，以及其家属所受精神和经济损失等。

从目前已知案情来看，张军预计陪
审团裁定的赔偿数字“绝对不小”。

不过，这一数字能否兑现，还要看被
告的经济能力。 郜婕（新华社专特稿）

“路怒”枪杀中国女生

指控罪名“非常重”

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警方
17日说，一名19岁的中国女留
学生前一天下午驾车时遭枪杀，
当地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开枪的
32岁女子霍莉·戴维斯。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确
认，死者为中国女留学生江玥，就
读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二年级。
总领馆已着手联系江玥在国内的
家属，为其赴美处理后事提供必
要帮助。

当地时间16日 14时 40分
许，江玥驾驶一辆奔驰轿车，在亚
利桑那州坦佩市繁忙的百老汇路
与麦克林托克路十字路口等待红
灯时，遭戴维斯所驾汽车追尾。

随后，江玥车内的一名男性乘
客下车察看该车损坏状况，却发现
戴维斯拿着一把手枪下车走来。
坦佩市警方说，戴维斯走到江玥轿
车的驾驶座一侧，朝车内连开数
枪。江玥中弹后对该车失去控制，
撞上一辆搭载5人的汽车。

江玥随后被送入医院，但伤
重不治而身亡；其车内的那名男
性乘客受轻伤。第三辆汽车内的
5人是一家人，其中包括一名孕
妇和3个孩子，无人受重伤。

戴维斯驾车逃逸，被目击者
记下车牌号。警方随后在亚利桑
那州梅萨市家中抓获戴维斯。警
方说，戴维斯未表露悔改之意，拒
不配合警方调查，也不承认开枪
射杀中国女留学生。

坦佩市警官迈克尔·普利介
绍，戴维斯面临预谋一级谋杀罪、
持致命武器加重恐吓、持致命武
器妨害治安等三项指控。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表示
将持续关注此案，敦促美国有关
部门严惩凶手、依法保护中国公
民权益。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图为32岁的嫌疑犯霍利·戴维斯。
⬅事故现场。

驾车等待红灯遭追尾

中国19岁女留学生在美被枪杀拍案

新华社华盛顿1月17日电（记者关
建武 周而捷）美国财政部17日发布声
明，将“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11家
企业和包括伊朗公民在内的数名个人加
入制裁黑名单。

声明说，对于协助伊朗开展其弹道
导弹计划的人，美国政府向来予以打击，

“本次行动与这一主张保持一致”。
美国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

局副局长亚当·舒宾说，美国将在伊核

协议《共同全面行动计划》之外对伊朗
实施制裁，原因是“伊朗支持恐怖主
义、给地区带来不稳定和发展弹道导
弹计划等”。

新华社德黑兰1月18日电 伊朗

外交部发言人侯赛因·贾比尔·安萨里
18日在德黑兰说，鉴于美国在中东地区
的军火贸易，美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
划实施的新制裁“不合法”。

安萨里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
国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实施的新制
裁，不具备法律和道义上的合法性。”

安萨里说：“美国每年向中东地区国
家出售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武器。这些武
器被用于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也门等
国的人民”。

他表示，这轮新的制裁仅仅是一种
“宣传”，旨在平息美国国内外对日前美
方决定部分解除对伊制裁的批评声音。

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

美对伊实施新制裁
涉及11家企业和数名个人 伊朗指责美新制裁“不合法”

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
盛顿白宫发表演讲。奥巴马说，伊朗
释放关押的美国公民并全面履行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证明了美国外交政策
的“胜利”。奥巴马说，如果伊朗继续
开展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将对其实施
新的制裁。

在多次指控伊朗违反联合国禁
令试射弹道导弹后，奥巴马政府去年
年底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名单，准备对
伊朗、阿联酋等国家与伊导弹计划相
关的近12家公司和个人实施新的经
济制裁。但此后，白宫推迟了这项制
裁措施的宣布。 新华社/路透

奥巴马称

美对伊朗外交政策
取得“胜利”

美国政府17日宣布制裁与伊朗导
弹计划相关的企业和个人。而就在两天
前，伊朗刚刚迎来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

“执行日”，美国和欧盟宣布解除对伊朗
的部分经济制裁。中国国际关系专家解
读说，这“一松一紧”之间，体现美国对伊
朗制裁政策的一种“再平衡”。而鉴于新
制裁的宣布时机，伊朗方面对此不会有
太大反应。

美制约伊朗的平衡手段

美国财政部17日发布声明，将“支
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11家企业和一
些个人加入制裁黑名单。美国总统奥巴
马当天警告说，将继续对伊朗的弹道导
弹计划保持警惕。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认为，
新制裁是美国制约伊朗的一种平衡手
段。“新制裁针对导弹，是具体的、特定
领域的制裁。此前解除的制裁则不
同，它是全面的、框架性的、针对核方

面的制裁。这说明，美国有意在大的
方面与伊朗建立互信，小的方面再敲
敲打打。”不过，即便是小敲打，也足以
说明“美国对伊朗发展高精尖武器始
终保持高度警惕”。

降低伊民众
对新制裁的敏感性

事实上，美国早在去年底就已经开
始考虑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实施制裁。
之所以一直推迟至美伊“换囚”成功后才
宣布新制裁，储殷认为，原因是美国不想
因为追加制裁而影响谈判氛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伊朗问题专家陆瑾
则认为，新制裁的宣布紧跟“松绑日”，实
际上降低了伊朗民众对新制裁的敏感性。

“伊朗冻结资产的回归给伊朗民众
带来极大喜悦，会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
新制裁的抵触情绪，”陆瑾说。

两位专家都认同，伊朗对于新制裁
的反应不会太大。“伊朗在中东有大国诉

求，会十分珍惜目前大部分经济制裁得
以解除的局面，”储殷说。

不排除两国
未来会有小摩擦

对于美国今后对伊朗的态度到底是
更严还是更宽松，仍有待观察。

储殷认为，美国对伊政策未来总体
将趋于宽松，因为“美国在中东现在是往
后撤的姿态。”他说，不排除两国未来会
有小摩擦，但“美伊关系不会因此恶化”。

而陆瑾认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势
必影响对伊朗制裁政策。“不论是民主党
候选人，还是共和党人上台，对伊朗政策
都会比奥巴马政府更严厉。”

共和党曾放话说，如果该党候选人赢
得总统选举，会在执政第一天彻底逆转奥
巴马对伊朗的“纵容政策”。“如果（民主党
候选人）希拉里上台，应该会相对宽松，至
少保证伊核协议的执行，”陆瑾说。

陈丹 张代蕾（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为何再次敲打伊朗？

美对伊再平衡

1月17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
总统鲁哈尼在记者会上讲话。

伊朗总统鲁哈尼17日发表讲话，呼
吁更多外国投资进入，以支持该国的经
济建设。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摄）

伊朗希望吸引
更多外国投资

新华社美国隆波克1月17日电（记者郭爽）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7日成功发射了搭载一
颗海洋观测卫星的“猎鹰9”火箭，但此行更受关
注的火箭第一级海上回收尝试再次以失败告终。

当地时间17日上午10时42分（北京时间18
日凌晨2时42分）左右，“猎鹰9”火箭搭载“Ja-
son－3”海洋观测卫星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
军基地升空，随即消失在基地上空的浓雾中。

此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将用于监测全球海平
面高度变化的卫星送入太空。火箭发射2小时
后，美国航天局确认这颗造价1.8亿美元的卫星
已成功进入轨道。

而此次发射任务最令人关注的是“猎鹰9”火
箭第一级能否首次在没有锚定的海面浮动平台上

“精准着陆”。尽管该公司于去年12月成功实现
了在陆地平台对“猎鹰9”火箭第一级的回收，但
此前数次海上回收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发射20多分钟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社交
网站推特上说：“第一级火箭对准了海上无人浮动
平台，但难以着陆，一个着陆支架折断。”现场图像
显示，火箭倾倒砸在无人海上浮动平台上。

随后，该公司确认火箭第一级海上回收失败，
称火箭着陆速度尚可，但着陆过程中一个着陆架
失灵，“通过数据分析，第一级火箭着陆在无人海
上浮动平台，着陆点距离平台中心不到1.3米”。

成功发射卫星后

美海上回收火箭失败

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18日发布的一份研究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最富有62人坐拥的资产，相
当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约35亿最贫困人口的财
富总额，世界贫富差距越发悬殊。

乐施会说，这份报告根据《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
榜计算最富62人的财富数额，在这62人中，几乎一半
的人来自美国，另有17人来自欧洲，其余则来自中国、
巴西、墨西哥、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

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全球最富62人的
财富总额增加了44％，相比之下，占世界人口一半
的、约35亿最贫困人口的财产总和却减少了41％。

“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全球最富62人拥有相
当于世界（35亿）最贫困人口的全部财产，而5年
前，这一数字为388人，（即全球最富388人的财
产相当于最贫困人口的财产总和），”报告说。

按乐施会的说法，尽管国际社会更频繁地提
及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需要，但“（仅在）过去12个
月，全球最富人群和其余（贫困）人口的贫富差距
就明显扩大”。

“目前，全球各国领导人对不断悬殊的贫富差距
的担忧并没有化为具体的（解决）措施，世界（贫富收
入）已经变得更加不平等，这种趋势还在加剧，”国际
乐施会执行主席温妮·拜厄尼马说，“我们不能让（这
种情况）继续下去，（眼睁睁看着）数亿人挨饿，而能
够帮助他们的财力却流入了最富有人群的腰包”。

“报告显示，在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背后，另
一重要趋势是，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
展国家中，职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下
降……全球低收入职工主要为女性，”乐施会说。

不仅如此，在全球最富62人中，53人为男
性，仅9人为女性，这显示出即使在高收入层次，
女性所占比例仍然失衡。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全球最富62人
富可敌“半球”

在这62人中，几乎一半的人来自
美国，另有17人来自欧洲，其余则来
自中国、巴西、墨西哥、日本和沙特阿
拉伯等国家和地区

北京时间18日凌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第五次尝试回收已发射升空的“猎鹰9”运载火箭
的第一级，结果再次失败。但是其所用技术的某
些特点、研发方向和运营模式仍值得研究思考。

下海就摔说明啥

过去一年多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先
后五次尝试发射并回收“猎鹰9”火箭，令人惊
讶。航天专家庞之浩说，这种火箭除第三次升空
即爆炸以外，最初的两次海上回收失败均与燃料
不足、垂直降落的火箭第一级没有受到充分控制
有关。第四次回收成功是通过地面着陆实现的。

之所以此次仍在海上回收，是因为火箭从加
利福尼亚州海滨飞到海上后，再让它飞回陆地太
消耗燃料，而让它在海上机动的船只平台上着陆
理论上最经济实惠。但此次失败说明，“猎鹰9”
火箭尽管采用了增大推进剂系统冗余、可调节推
力和多次启动的火箭发动机、主体火箭与助推火
箭交叉供给推进剂等技术，但目前这些手段仍不
足以应对海上较复杂的气象条件以及不断晃动的
驳船平台，以致此次降落速度过快，成了硬着陆。

为何非要回收

商业航天的最大意义是经济性。据国际航天
专家估算，目前的一次性使用运载火箭将1公斤
物品送入太空要花费一两万美元。通过优秀的总
体设计和充分试验，“猎鹰9”火箭的近地轨道发
射报价约为6000万美元，相当于每公斤载荷花费
4600多美元。在这一低成本基础上，如果能回收

“猎鹰9”火箭第一级并重复使用，还可使该火箭
的成本再降低80％。如能回收第一级和第二级，
就能省去98％的成本。因此，大大节约火箭发射
总费用的巨大空间是存在的。

从大方面说，只有解决了回收再利用难题，才
能让更多大型航天器便捷地驶入更加遥远的太
空。从应用层面说，如此力压成本可使人造卫星
的研制费用便宜得多；回收火箭还能保障地面人
员和财产安全，有利于保护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前赴后继”

火箭回收为哪般？

奥朗德：法处于“某种经济紧急状态”
承诺斥资超过20亿欧元推出一揽子措施政府怎么办？

美国怎么判？

专家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