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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宾 移 民 局 11 日
在首都马尼拉地区突查
两 座 华 人 商 场 ，抓 扣 78 名
中 国 人 ，以 核 查 他 们 是 否
合法居留。 中国驻菲律宾
大使馆人员及时赶往现
场 并 赴 移 民 局 交 涉 ，尽 全
力 保 障 中 国 公 民 权 益 ，已
有3人 获 释 ， 余 下 人 员 健
康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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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突击华人商场
抓扣78名中国人
我驻菲使馆紧急交涉

三名体弱年老者获释

◎菲移民局突击检查
中国驻菲使馆发言人张华说，当地时间
11日下午2时左右， 菲律宾移民局在位于马
尼拉市唐人街的168商场、999商场以非法滞
留为由抓扣78名中国公民。 菲律宾中文媒体
《菲律宾商报》报道，执法人员在上述商场对
外籍人士进行突击核查，当场未能出示有效
居留证件的外籍人士被带回移民局。
菲律宾移民局发言人帛洛说，执法人员
包括移民局情报处人员与国都区警署的地
区公共安全人员。 她还说，这次行动经过几
个月的调查，称移民局从传媒和个人等消息
渠道得知有部分非菲籍人士在这一地区从
事非法零售业务。
一张显示警察将被抓扣者按倒在地的
照片在互联网上引发争议，有人批评执法人
员“暴力执法”， 也有华商结合自己当时遭
遇，说执法人员较礼貌。

◎3名遭扣中国人获释
驻菲使馆高度重视这一事件， 已促成扣
押地点转移，3名遭扣中国人获释。
张华说， 驻菲使馆在接到报案后高度重
视， 派出参赞沈自成和两名领保官员赴现场
了解事件经过， 并与当地最大华商机构菲华
商联总会 （商总） 负责人一同与菲移民局交
涉，要求菲方文明执法，确保中国公民人身安
全、人道主义待遇和合法权益。他们要求菲方
立即释放证件齐全的遭扣人员， 尽快妥善处
理此案。
《菲律宾商报》报道，沈自成参赞与移民
局官员会谈后， 移民局同意马上释放确有合
法居留手续的中国公民， 依法处理没有居留

韩亚空难
报告公布

警察将被抓捕者按倒在地

被抓扣的中国人被关押在移民局总部办公室内

手续者。 移民局官员说，此次行动并非只
针对中国人， 而是针对所有非法居留的外
籍人士。
经过中国大使馆努力，菲方连夜将被抓

扣人员从移民局办公楼转移至条件较好的
商总会所，并释放3名身体欠佳和年长者。张
华说，大使馆密切跟踪此案进展，为被抓扣
中国公民提供相关领事保护和服务。

◎菲方称系“抓扣”讯问
按照《菲律宾商报》的说法，“抓扣”是
讯问，不是逮捕。帛洛说，他们（被抓扣者）只
是接受讯问，移民局需要核实和调查他们的
状况。移民局希望平衡外籍人士与菲律宾人
之间的竞争环境、记录168商场附近的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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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
紧张”
酿韩亚空难

遇难中国女学生被两度碾压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1日公布韩国亚洲航空
公司波音777客机空难事故调查报告。 飞行员李江国承
认，他对客机因旧金山国际机场当时情况不得不目视降
落感到“
非常紧张”。 报告显示，事故发生后，遭车辆碾压
致死的中国女学生实际上被两度碾压。
◎“不能说”
今年7月，一架搭载300多人的韩亚客机在旧金山国
际机场降落时，尾部撞到跑道尽头的防波堤，导致飞机失
去控制，滑出跑道并起火。事故导致3名中国女学生死亡，
180多名乘客受伤。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报告说，
驾驶客机的飞行员李江国在调查听证上说， 他降落之前
就担心自己可能“
失败”。
李江国总飞行时间接近1万小时，但驾驶波音777的
累计时长不足45小时，是失事航班的见习机长。
由于旧金山国际机场6月1日起整修跑道， 帮助飞机
降落的机场下滑坡度指示灯当时无法使用， 飞行员需目
视降落。 李江国说，他为此感到“非常忧心”。
◎存失误
韩亚航班在降落过程中过快失速。 依据美国国家运
输安全委员会报告，航班副驾驶说，他刚开始注意到这一
情况时，没说什么，但航班飞行高度降至不足300米时，
他4次发出提醒。 然而，航班记录仪没有记录到机舱其他
人的反应。 当天11时27分，航班高度落到距离地面60米
时，机舱中有人说：“低了。 ”紧接着，机身开始晃动。 距离
地面6米时，有人喊道：“复飞”，但为时已晚。
航班记录仪信息显示， 李江国在旧金山湾上空大约
460米高度时，接过自动系统开始操作。 李江国承认，他
对波音777客机的自动系统并不完全熟悉，以为这一机型
的自动油门系统能够防止飞机在接近跑道时过于低速行
（新华社）
驶。

阿根廷持续骚乱

人士，所以突击检查，扣押了他们，目的不是
让他们歇业。 帛洛还说，移民局一直要求外
籍人士确保自己拥有合适的签证，如果外籍
人士打算在菲工作， 必须申请工作签证，否
（新华社）
则会面临移民局处罚。

大量华人超市遭洗劫

阿根廷全国各地近日多省警察罢
工要求加薪， 不法分子趁机聚众哄抢
商店。 不少华人超市遭洗劫，更有人在
网上号召：“12月20日计划抢中国 超
市，缺钱，阿根廷人要抢劫华人，过一
个愉快的平安夜！ ” 截至11日， 已有
5000多人表示将参加这一行动。 开超
市的华人都人心惶惶， 现在最怕的就
是20日被洗劫一空。 前几天，大多华人

超市拉下铁门关门了。 现在警察涨了
工资重新上岗， 很多华人超市这才重
新营业。
老华侨陈先生一家人已经在阿根
廷生活了20多年， 他们在当地经营超
市。 昨晨，陈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面对越来越多的抢劫，华人已经拿
起武器自卫，现在每家华人超市，至少
（综合）
都有五把枪。

一名在南非前总统
曼德拉追悼会被指为“冒
牌”翻译的手语者 12 日 接
受媒体采访，自称手语 翻
译水平一流，但可能在 追
悼会上精神分裂症发作 ，
引发误会。

“冒牌翻译”（右）为美国总统奥
巴马讲话进行“手语翻译”

曼德拉追悼会惊现“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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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版
“竹岛宣传片”
再引韩国抗议
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朴俊勇11日召见日本
驻韩国使馆公使仓井高志， 要求日本政府删除主张
日方拥有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的新版网络视频。
视频时长1分27秒，主要宣传日本对这一争议岛
屿拥有主权。 日本外务省今年10月先后把日文和英
文版视频上传至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 本月11
日又在这家网站和多家日本政府网站上添加包含中
文、韩文、俄文等10种语言的新版视频。 韩国外交部
先前两次对这段视频提出抗议， 敦促日本政府立即
删除视频并正视历史。
日本外务省同样发布声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日本称“尖阁诸岛”）是所谓“日本固有领土”的视
频，形式与“
竹岛宣传片”相似，时长大约90秒。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12日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日本在钓鱼
（新华社）
岛问题上采取的又一挑衅行动。

泰国前总理阿披实
正式被控谋杀
泰国刑事法院12日正式对泰国最大反对党民主
党党首、 前总理阿披实提出谋杀指控， 称其涉嫌在
2010年反政府集会期间命令军方镇压民众集会导
致伤亡。 阿披实12日上午出庭听取了检方对他的指
控，并对指控予以否认。
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年10月决定起诉阿披实
和前副总理素贴，理由是2010年5月19日，阿披实政
府决定动用安全部队对在曼谷集会的“红衫军”实施
“清场”。“清场”行动导致约90人死亡，约1900人受
伤。 检方认为，阿披实当时批准安全部队使用致命性
武器，直接导致人员伤亡。 素贴是当时阿披实政府负
责安全事务的第一副总理。 阿披实当天向法庭交付
60万泰铢（约合1.87万美元）保释金后离开法庭。 法
庭要求阿披实在明年3月此案开审之前未经法庭允
（新华社）
许不得离开泰国。

日将允许航空公司
向中国递交飞行计划书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 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干部12
日称，在针对中国政府设定的防空识别圈问题上，日
本政府将坚持“不承认”的立场，但是从飞行安全的
角度考虑， 将允许日本各航空公司在是否需要向中
国递交飞行计划书的问题上自由作出选择。
消息称， 由于韩国国土交通部当天允许韩国各
航空公司向中国递交飞行计划书， 日本政府陷入了
孤立的状态。 日本航空和全日空等已经在上月下旬
向中国递交了飞行计划书， 但是遭到了日本政府极
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撤回递交。 但是韩国政府改变
立场允许航空公司递交飞行计划书的决定， 让日本
的航空公司产生了对于政府不允许决定的不满。
日本国土交通省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政
府的立场不会改变， 但是从飞行安全的角度考虑，将
会允许航空公司自由作出是否递交的选择。 （中新）

辩称精神分裂导致失态
戏团里出来一样。 ”
有网友则指出，这名冒牌翻译
10日中午， 数万名南非民众与 曾在去年12月举行的非国大选举
多国领导人一道，聚集在约翰内斯堡
会议上担任翻译， 这次他又回来
足球城体育场内，共同悼念曼德拉。
“复仇”了！
当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几名重
辩称精神分裂导致失态
要人物发言、致悼词时，一名着西装
目前，南非政府宣称正在调查
的年轻男子出现在发言人身边，担
及时向民众通报调查
当手语翻译，不停地打出各种手势。 此事，并承诺“
然而，多家外媒指出，他的手语让人 进展”。 但还无法知晓这名男子的身
“
份，以及他是如何应聘成功的。
摸不到头脑”，毫无意义可言。
南非总统事务部部长沙巴纳
现年34岁的塔姆桑加·扬奇昨
11日公开表示，这名手语翻译“翻 日在接受南非《星报》采访时说，他
译”的内容驴唇不对马嘴，被聋哑 当时头脑中听到声音， 产生幻觉，
导致手语翻译出现问题。“我无能
人士一眼识破，引起一片哗然。
南非聋人联合会说，不清楚这 为力，独自陷入危险境地，试图控
名男子的来历，但他脖子上挂有官 制自己，”扬奇说，“我非常抱歉。 ”
他说，不清楚症状突发原因，但已
方通行证。
开普敦“手语教育与发展组 在接受治疗。
扬奇为能在曼德拉的追悼会上
织” 负责人卡拉·洛宁表示：“这个
人根本就是冒牌货。 他一点作用也 担任手语翻译感到荣幸，自称手语水
没有，那根本不是手语，他真的只 平一流，受雇于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
（综合）
是胡乱挥舞双臂，看来就像刚从马 民大会聘请的翻译公司。

追悼会惊现冒牌翻译

美威胁制裁乌克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11日表示， 美国正在
考虑是否对乌克兰采取制裁措施， 以应对乌克兰政
府压制抗议活动之举。
普萨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包括制裁在内
的所有政策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但美方目前尚未
作出决定。 她强调，美国认为乌克兰政府倾听民众的
声音“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当前事态事关乌克兰在
两条道路中间“
作出抉择”。
乌克兰政府11月21日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
国协定后，全国各地出现抗议活动，首都基辅独立广
场上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十余天。 乌克兰防暴警察
12月10日夜间和11日凌晨试图在独立广场采取清
场行动，招致美国国务卿克里强烈指责。
美国白宫发
言人欧内斯特
称， 美方对基辅
广场之事“
感到
震惊”，乌克兰政
府对过去两周以
来抗议活动的反
应“
完全不能接
受”。 （新华社） 地址：毓贤街18号 电话：87347812

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店

天元金店

扬城最老的金店 质优
扬州人的放心店 价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