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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武装分子24日晚袭
击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
首府奎达的一所警察培训学
院，造成包括至少59人死亡
在内的上百人伤亡。这是巴
今年来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
之一。根据截获的通信情报，
俾路支省军方认定这次重大
袭击由活跃于当地的宗教极
端组织“羌城军”（又译“坚格
维军”）发起。

巴警校遇袭 至少59人死亡
袭击经过周密策划 极端组织嫌疑大

数百名三星盖乐世
Note7手机的韩国用户24
日向韩国一家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三星电子公司赔偿
每人损失费50万韩元（约
合2990元人民币）。

为挽回消费者忠诚度，
三星公司在同一天宣布韩
国市场换购新一代产品的
优惠方案。

哈维斯特律师事务所
的高永逸既是此案的原告
代理律师，同时也是527名
原告中的一名。他在首尔
中央区法院外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因三星召回
Note7手机，原告花费时间
和经济成本往返三星门店、
转移手机内数据，同时因担
心手机起火，他们忧心忡
忡，心理上也遭受伤害，因
而向三星索赔。

他强调，此案原告并非
像此前美国的诉讼案那样，
向三星索要数额巨大的惩
罚性赔偿，只是“要求对消
费者遭受的普通损失做出
公正的赔偿”。

这500多名原告中，有
人在更换手机的路上耗费8
小时。26岁的金采荣（音）

说，他从家中驱车前往购买
手机的釜山更换手机，来回
高速公路过路费和汽油费
就花了近 100 美元（约合
677元人民币）。“我感到被
背叛了，我很生气，再也不
想用它了。”

高永逸说，他8月购买
盖乐世Note7后，不得不三
次前往门店，先是检测电池
质量，之后是更换手机，最
后是交回新手机、领取退
款。他15年来一直使用三
星手机，不过经历这次风波
后，他打算下次转而购买
LG牌手机。

三星公司尚未对这一诉
讼案作出回应。三星当天宣
布，明年将面向韩国市场推
出优惠换购新机方案，间接
地向外界重申，该公司不会
中断Note系列的更新换代。

三星 Note7 手机 8 月
问世。9月三星宣布，由于
电池缺陷，在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召回并更换这款手
机。但此后陆续有人报告
更新机也有起火事件。10
月 11 日三星决定停止生
产、销 售 和 更 换 这 款 手
机。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英国非营利组
织慈善救助基金会（CAF）25日
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伊拉
克是对陌生人最热心的国度，缅
甸堪称“最慈善”的国家。

慈善救助基金会委托盖洛普
市场调查公司本月早些时候对全
球14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
发现伊拉克“活雷锋”比例最高，
81%的伊拉克人在今年9月份曾
对陌生人施以援手。这是伊拉克
第二次在这项排名中荣登榜首。
79%的利比亚人上个月帮过陌生
人，位居第二；科威特的比例为
78%，排名第三。

伊拉克和利比亚人民饱尝灾

难和战乱之苦，反而最为慷慨热
心。慈善救助基金会管理人员亚
当·皮克林认为，这一现象说明

“社会具有极大的弹性，大规模的
灾难反而会激发集体人道主义反
应”。

在捐款方面，缅甸排名第一，
每10个缅甸人就有9个上个月捐
过款；印尼排在第二，比例为
75%；澳大利亚比例为73%，紧随
其后。

在志愿服务方面，排名第一
的是土库曼斯坦，60%的土库曼
斯坦人表示上个月曾花时间参加
公益活动；缅甸、印度尼西亚、斯
里兰卡和美国分别位列其后。

就帮助陌生人、捐款和参加
志愿服务三项综合而言，缅甸连
续第三年排名第一。美国排名第
二。

在2015年“活雷锋”人数排
行榜上，印度有4.01亿人去年帮
助过陌生人，位居榜首；中国有
2.72亿人，排在第二；美国有1.91
亿人，位列第三。

报告指出，每年调查都会发
现，全球助人为乐的人越来越多。
自2010年首次调查以来，今年是

“活雷锋”总人数第一次超过被调
查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的一半，参
加志愿服务的人数也创下纪录，不
过捐款总人数只是略有上升。

全球慈善调查结果令人惊叹——

伊拉克人最热心 缅甸人最慈善

近年来，巴基斯坦境内与军
警相关的培训学校及其人员多次
成为重大袭击目标。

2009年3月30日，东部旁遮
普省首府拉合尔一个警察训练中
心30日晨间训练时突遭武装人
员袭击，当局调集特种部队士兵、
准军事部队和大量警力包围学
校，与躲藏在训练中心楼内的武

装人员对峙后发动强攻，8小时后
最终控制局面。事件造成至少25
人死亡、90多人受伤。

2009年 6月1日，西北部北
瓦济里斯坦部族地区一所警校的
数百名学生遭到塔利班武装人员
劫持。后来，被绑学生全部获释，
但校长及另外 6名教师下落不
明。

2014年 12月16日，巴反政
府武装袭击西北部白沙瓦市一所
军人子弟学校，劫持数百名人
质。军警随后发起解救行动，击
毙全部6名武装人员，但132名学
生和9名教职工在袭击中死亡。
塔利班武装事后“认领”袭击。

新华社特稿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事后对
袭击事件予以谴责，称恐怖分子
的袭击行为不会动摇巴基斯坦的
反恐决心。

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
袭击。

不过，巴边防部队指挥官谢
尔·阿夫甘证实，军方截获的通信
情报显示，袭击者隶属于巴基斯
坦逊尼派极端组织“羌城军”，受
到阿富汗境内的组织者指令后发
动此次袭击。

俾路支省首席部长泽里说，
当局还没有确定这一组织发动袭
击的目的，“两三天前，我们获悉
奎达可能遭遇袭击的情报，因此
加强了奎达的安全戒备，但他们
袭击了警察培训学院”。

“羌城军”曾是巴境内最暴力
的逊尼派武装组织之一，被认为
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在旁遮普
省的重要分支，主要针对什叶派
发动袭击。2001年，巴基斯坦政
府禁止“羌城军”活动，但这一组

织近年来发动多次重大袭击。
2013年1月10日，奎达发生

连环爆炸袭击事件。爆炸间隔仅
数分钟，造成至少84人死亡，近
120人受伤；同年2月16日，奎达
一市场遭自杀式炸弹袭击，致死
84人，另有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
的至少173人受伤。“羌城军”宣
称制造了上述两次袭击。

2015年7月，巴基斯坦警方证
实击毙“羌城军”头目马利克·伊沙
克及其两个儿子和其他11人。

根据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官
员的描述，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24
日夜间11时（北京时间25日凌晨
2时）许，武装人员身穿自杀式炸弹
背心、携带机关枪和手榴弹，趁夜
色潜入奎达市中心以东20公里的
警察培训学院。媒体先前报道，发
动袭击的武装人员多达6人。

俾路支省内政部长萨尔夫拉
兹·布格蒂晚些时候说，袭击者一
共3人，“他们首先对哨塔的警卫
人员发起袭击，交火后打死了他

们，然后从地面进入学院”。
安全人员说，这所学院遇袭

时，超过200名警员正留宿院内。
“武装分子直接进入我们营

地，冲进来近距离射击，”一名学
员告诉当地媒体，“我们开始尖
叫，四散逃跑。”

俾路支省内政部称，当地军
警在袭击发生20分钟内抵达现
场，与袭击者对峙并发生枪战。
解救行动持续数小时。

布格蒂说，3名袭击者中，一

人被安全人员击毙，另外两人引
爆炸弹背心毙命，同时造成较大
人员伤亡。

路透社一名摄影记者看到，
安全部队在事件结束后抬出一具
据信为遭击毙袭击者的尸体，从
相貌判断可能还是青少年。

巴基斯坦执法部门一名高级
官员说，袭击者从不同位置向警
察培训学院发动攻击，且自杀式
炸弹背心和武器配备齐全，显示
其袭击计划经过周密策划。

因Note7手机遭受多种损失

数百名韩国民众
向三星公司索赔

遇难者的家属悲痛不已。 新华社发

3名袭击者行动周密

谁是恐袭元凶？

军警学校屡成目标

新华社上海10月25日
电 一些所谓“股评家”和

“大师”，在媒体上对股票走
势指点江山，私底下却利用
粉丝的信任，偷偷把粉丝的
钱“转移”到自己口袋里。
上海警方近期破获了首例

“抢帽子”类操纵证券市场
案，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

2012 年，某证券公司
经纪人朱某觉得自己辛苦
拉客户买卖证券赚取佣金
的收入太低且不稳定，欲寻

“发财”之路。某财经频道
一档股评节目发布了招聘
股评嘉宾的广告，朱某向该
频道投出了自己“美化”后
的简历，并通过了节目组面
试，顺利坐上股评节目嘉宾
主持的座椅。从此，朱某不
仅定期上节目侃侃而谈分
析股市大盘及个股，还经常
出席一些讲座或见面会，拥
有大量粉丝。

2013 年，朱某已在股
民圈中小有名气，也在大量
粉丝身上发现赚钱的机
会。每次参加节目前，朱某
会从看好的股票中挑选一
只，利用多个证券账户大量
买入。他在参加某股评节
目直播时，就将自己大量买
入的股票向观众推荐。收
看该节目的观众，特别是老
年观众，听到专家点评，便

跟风买入其推荐的股票。
殊不知，股民们眼中的

这位“专家”在荐股次日，便
获利了结，而粉丝还等着股
票“会有机会”或“强势上
涨”。“朱大师”粉丝中，有人
发现跟随“大师”的脚步却
总是步步“踏空”，于是向相
关部门举报。

上海公安经侦部门经
过侦查发现，2013年3月至
2014年8月，朱某在担任某
证券公司经纪人期间，实际
控制多个证券账户，采取对
多只股票先行买入，于当日
或次日在某股评节目中对
这些股票公开作出投资建
议，造成节目中评价或推荐
的多只股票在节目播出后
第一个交易日成交量明显
放大。之后，朱某再于节目
播出后1至2个交易日将所
控制的股票全部卖出，交易
金额约4000万元人民币。

我国法律将“证券公
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
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媒
体或自媒体上对上市公司
或其股票公开作出评价、预
测或者投资预测，以便通过
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
利益的行为”定义为“抢帽
子”交易，属于操纵证券市
场犯罪的手法之一。目前，
朱某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
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股评大师”头日荐股
次日粉丝买入他卖出
上海警方破获操纵证券市场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