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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
特派团（马里稳定团）最近频繁遭
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请求安理
会向马里增派 2500 多名维和人
员，加强马里稳定团作战能力。

潘基文在5月31日递交给安
理会的报告中呼吁，增派维和部队
2049人，把军事人员数量扩充至
13289名，以加强情报收集、监控及
爆炸物处理能力，保障供应车队安
全；此外，增派480名维和警察，把
警察人数增加至1920名。潘基文

建议维和警察在马里首都巴马科
成立“特别干预小组”，并提升水上
警察的能力，以保护平民、协助安
全部队对抗尼日尔河流域有组织
的跨国犯罪活动。安理会定于本
月讨论延长马里稳定团任期问题，
届时安理会成员将根据潘基文的
报告讨论是否提高维和人员人数
上限、改善稳定团装备及执行任务
能力的问题。

2012年3月，马里发生军事政
变。联合国安理会2013年4月通

过决议，决定设立马里稳定团。
2015年 5月15日，马里政府与北
部地区部分武装组织签署《和平与
和解协议》。同年6月20日，各方
完成协议最终签署。然而，马里北
部地区近年来一直冲突不断，针对
维和人员的袭击频发。当地时间5
月31日晚，马里稳定团位于加奥的
维和人员营地遭袭，造成中国维和
人员1人牺牲、4人受伤。“基地”组
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潘基文建议向马里增派维和军警
中国支持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安全防范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讨
论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安
全防范的倡议。

有记者问，联合国安理会轮值
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拉特
1日表示，安理会成员本月将讨论
加强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
定特派团的装备及执行任务能力
问题。中方是否支持此举？

华春莹说，“我们已要求马里

政府和联合国方面立即采取措施，
切实加强对联马团维和人员的安
全保护，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支持安理会讨论有助于加强
联合国维和行动安全防范的倡
议”。

由395人组成的中国第四批驻
马里维和部队于今年5月赴加奥接
替第三批维和部队，执行为期一年
的维和任务。

据悉，目前联合国近八成维和
经费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

承担。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第二大出资国，在2016年至2018
年将承担10.2%的维和摊款，仅次
于美国。

联合国维和士兵大部分来自
非洲和亚洲国家。为维和行动出
资最多的10个国家仅提供了6%的
维和士兵。中国共派出3000多名
维和人员在南苏丹、黎巴嫩、马里
等地执行维和任务，是联合国安理
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
员最多的国家。

在马里遇袭事件中受伤的两
名中国维和部队人员 1 日搭乘联
合国专用飞机抵达塞内加尔首都
达喀尔，并被送往达喀尔中心医院
接受治疗（如图）。

据陪同两名伤员抵达达喀尔
的中国驻马里维和部队医疗分队
一名医生介绍，这两名伤员伤势较
重，经医疗分队通宵抢救后，伤势
稳定下来。由于医疗分队缺少相
关设备，因此将这两名伤员送到达
喀尔中心医院接受治疗。

此外，另有两名中国伤员伤势
相对较轻，目前留在马里加奥接受
治疗。

前天下午,关于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及妻子被警方拘
留的消息不胫而走。记者采访到曾实名举报贺文的新华
社《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他表示多名媒体及彩票圈人
士向自己透露贺文被带走的消息属实,此事发生在4月底,
但具体被哪个部门带走的尚不清楚。

埃及民航部和法国民航安全
调查分析局1日先后证实，一艘正
在 地 中 海 搜 寻 埃 及 航 空 公 司
MS804航班失事客机残骸的法国
军舰探测到机上一个黑匣子发出
的信号。搜寻人员锁定黑匣子的
具体位置后，将使用水下机器人进
行作业，让黑匣子重见天日，从而
破解客机失事之谜。

埃及民航部1日说，法国海军
参与搜寻的水道测量船“皇宫”号

“可能接收到了失事客机其中一个
黑匣子发出的信号”。当天晚些时
候，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证
实，“皇宫”号确实接收到了埃航失
事客机黑匣子发出的信号。该局
发言人巴尔特说，初步判断，信号
来自记录飞行数据的黑匣子，而非

另一个记录驾驶舱语音的黑匣
子。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是
代表坠毁的空客A320客机设计方
所在国参与此次事故的调查工作。

探测到信号，并不意味着找到
黑匣子。搜寻人员下一步将设法
锁定两个黑匣子的具体位置，而后
用遥控设备将它们从海底打捞上
来。 新华社特稿

前日，备受关注的云南省巧家
县“保姆投毒冤案”当事人钱仁凤
向云南省高院提起新标准国家赔
偿，对其蒙冤入狱的13年10个月，
申请国家赔偿共计955万余元。这
一数额较旧标准高出了近55万元。

5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
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
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242.30元，该标准较上年度的日赔
偿标准增加了22.58元。

“以前人身自由赔偿金国家标
准是每天219.7元。”钱仁凤代理律

师杨柱说，在钱仁凤失去自由的
5050天中，除法定工作日3400天
外，还包括周末1440天、法定节假
日150天、法定公休日60天。 按
新标准，具体索赔金额分别为：侵
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金584万余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4万余元；近
14年申冤费用166万元。按照旧
标准日赔偿219.7元算的话，人身
自由赔偿总金额为529万余元。两
者相差55万余元。

“从2015年2月21日开始，我
们就一直在等新标准的出台，这是
第一次提出赔偿申请。”杨柱说。

2002 年 2月，云南省巧家县
“星蕊宝宝园”幼儿园发生投毒案，
一名2岁女童因“摄入毒鼠强”身
亡。当晚，幼儿园17岁的保姆钱仁
凤被锁定为作案嫌疑人并由此失
去人身自由。2012年12月，云南
省高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
钱仁凤无期徒刑。后检方复查发
现，钱仁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云南省高院于2015年 12月
21日宣布钱仁凤无罪，当庭释放。

目前，钱仁凤本人在广州一家
船舶厂上班，针对赔偿要求，她透
露“很支持”。 法制晚报

曾被举报涉嫌侵占27亿元

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
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去年7月,王文志向财
政部实名举报“中福在线”
视频彩票严重违规经营，称
被贺文个人把持的“中福在
线”彩票在系统管理、销售
数据和中奖管理、资金管理
等方面,严重违反《彩票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中彩在线公司,是经民
政部批准于2002年7月成
立的从事彩票销售系统开
发、建设、运行、维护的国有
控股高科技公司。在中国
福彩中心的官方网站上,中
彩在线被称为中国福彩中
心的内设部门之一。按照
合作协议,中彩在线由中国
福彩中心、北京银都新天地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运中
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三方
共同发起成立,出资比例分
别为40%、33%和27%,董
事长由中国福彩中心委派,
按此协议,中国福彩中心是
中彩在线的控股股东。

据了解,在中彩在线的
几大股东公司中,贺文和其

妻子武京京拥有相当部分
股份,且担任重要管理职
务。此外,贺文还存在全面
把持彩票数据管理、把持中
奖管理、全面把持投注资金
归集等问题。贺文事件也
折射出监管方面的漏洞。
此前,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

“中福在线”存在的种种问
题。去年5月,财政部就此
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对该票
种的业务费用收入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但这一要
求再度被人为消解,难以得
到落实。

在该事件被曝出后,去
年5月,民政部表示,此事
在调查中,调查结果出来后
将做专项发布。同时,审计
署还对18个省市的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机构进行了专
项审计,审计结果建议有关
方面应该拿回资金管理权、
降低管理费,并追究相关人
员的责任。此后,涉案的有
关官员采取了退赔资金等
相关措施。 北京青年报

王文志透露的消息显
示,4月底,中彩在线总经
理贺文已被有关部门带走
调查,其妻子武京京也在数
天后被带走调查。

贺文涉嫌违规操作中
彩在线彩票一事去年最早
由王文志曝光及举报。前
天王文志对记者表示,自己
对于这个事情的想法就是
静等监管部门的调查结果,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过去
的事了”。

去年 5 月,王文志在
《经济参考报》上公开发表
《福彩曝黑幕 中彩在线高
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的报
道。其中提到,作为福彩重
要票种之一的“中福在线”
即开型福利彩票,其独家运
营商中彩在线,已由名义上
的国有控股企业悄然转变
为高管掌控的个人“财富帝
国”,该公司高管被指利用

职权隐瞒监管部门向“关联
方”暗存利益输送。过去
12年里,贺文通过中彩在
线获得27亿元的收入,而
代表国家的福彩中心仅仅
获得18亿元。

该报道问世后,曾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中彩在线
公司随后对上述报道内容
予以反驳,称40多亿元为
中彩在线经营中福在线彩
票的营业额,不是利润,也
不存在利益输送的问题。6
月,贺文以《经济参考报》侵
犯其名誉权为由起诉《经济
参考报》。贺文认为王文志
损害了自己的名誉权,要求
赔礼道歉并赔偿 500 万
元。去年12月,海淀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
庭审过程中,王文志认为目
前此事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尚未有最终结论,特向法庭
提出中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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