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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杀人魔王”再受审
杀害 22 人罪名成立，涉嫌杀害另外 59 人

欧盟为减少环境污染增加预算收入

拟对塑料包装征税
一名杀
害 22 人 的 俄
罗斯前警察
10 日 又 一 次
站上法庭，为
涉嫌杀害另
外 59 人 受
审。
北晚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说，美国可能重返应
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同一天，他表示对与朝鲜在合适时
机和条件下展开对话持开放态度。一天前，美方更宣布，特朗
普将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这一系列表态释放合作信号，与此
前态度似乎有区别，但“美国优先”、美国主导的原则没有变，
特朗普是希望改造多边机制，找到使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位置，
同时让责任最小化。
米哈伊尔·波普科夫（资料图
资料图）
）

凶残
“狼人”警察
被告米哈伊尔·波普科夫现年 53 岁，曾是西伯利亚地
区安加尔斯克市的警官。
2015 年初，他因强奸和谋杀 22 名女性罪名成立，被判
处终身监禁。然而，案件并未结束，他因涉嫌杀害另外 59
名女受害人，于 10 日在安加尔斯克附近的伊尔库茨克市一
家法院再次受审。
波普科夫 1998 年离职。已经定罪的案件发生在 1994
年至 2000 年，除 22 名女性遇害外，另有 2 名女性侥幸生
还。
新一批案件时间跨度更大，受害人数更多，从 1992 年
至 2010 年，
59 人死亡，
1 人生还。
鉴于他的凶残，波普科夫在俄罗斯被冠以“狼人”或
“安加尔斯克疯子”
绰号。
如果新罪名成立，他将超过一批臭名昭著的杀人狂，
比如“棋盘杀手”亚历山大·皮丘斯金和“红色开膛手”安德
烈·奇卡季洛，成为俄罗斯近代历史上新的“杀人魔王”。
皮丘斯金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杀害至少 48 人；生活
在苏联时代的奇卡季洛背负至少 52 条人命。

夜晚开车寻找目标
10 日的庭审不对媒体开放，以保护受害人隐私。根据
俄罗斯媒体先前报道，波普科夫的作案手段是夜晚开车在
道路上寻找作案目标，有时开着警车。他以搭顺风车为
名，
诱骗受害者上车，在偏僻地点强奸杀人，
然后抛尸。
这些凶杀案多年未破，他甚至以自己的警察身份为掩
护，
参加案件侦查。直到 2012 年，波普科夫终于落网。
调查人员发现，凶手掩盖犯罪现场证据的手法熟练，
因而开始把侦查方向转向警方内部。2012 年，调查人员要
求数千名现役和退役警察接受强制脱氧核糖核酸（DNA）
检测，
从而锁定波普科夫。
波普科夫称，他的作案对象都是妓女，他是在“清洁”
家乡。
俄罗斯媒体去年 12 月援引案件调查人员叶夫根尼·卡
尔切夫斯基的话报道，遇害女性中包括妓女和吸毒者，但
人数不多。
卡尔切夫斯基说，根据医学诊断，波普科夫“有不可控
制的杀人欲望”，但是他被判定精神正常，必须为罪行承担
法律责任。
《西伯利亚时报》2015 年报道，波普科夫往往以喝醉
酒、
“ 看上去像自己母亲”的女性作为目标。调查人员怀
疑，波普科夫的行为可能是在报复母亲，后者酗酒，在波普
科夫儿时经常虐待他。

俄一男子搞出
“大动静”

开装甲运兵车去偷酒
近日，俄罗斯一名男子开着装甲运兵车撞破商店窗
户，
再爬过瓦砾碎片，只为偷一瓶酒。
据报道，这名 30 岁的男子先在一间私人赛车训练场偷
到装甲运兵车，一路开过森林抵达北极圈南边的一个小镇
阿帕季特。
有人目睹该名男子一副醉态，他在狭窄的街道勉强转
弯，再继续前进将装甲运兵车一股脑撞进当地商店的窗
户。从影像中可看出，他也顺便把旁边停的汽车给撞烂
了。
之后，这名男子从车里爬出来，简单查看了一下损伤，
就从破掉的窗户进到商店。
据悉，该男子后来因持有一瓶偷窃的酒遭警方逮捕，
而其他现场的人看起来并未受此事的打扰。
钟欣

特朗普释放合作信号

“美国优先”
着眼点未变
“美国有可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特朗普 10 日在与来访的挪威首相索尔贝格共同主持的白宫记
者会上说，美国有可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前提是
必须按美国意愿重新达成
“公平”
的协议。
此前的 9 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特朗普定于本月晚些时候
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向全球各国领导人
介绍
‘美国优先’政策议程”
。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年会定于 23 日至 26 日举行，主题是“在分
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特朗普将成为继比尔·克林顿之后第二位
出席论坛的美国总统。

分析：
特朗普希望改造多边机制，实现美国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这一系列表态并非颠覆他此前对国际
合作的态度，
而是希望改造多边机制，
实现美国利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孙成昊认为，特朗普在
《巴黎协定》上的表态不代表对气候变化问题立场的颠覆。特朗普
没有自绝于国际社会，只是从更现实和实用的角度，希望改造多边
机制，
实现美国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分析，朝核问题上，
随着半岛局势最近迎来难得机遇，特朗普有顺水推舟之意，一定程
度上为自己在半岛事务上解套，为半岛局势降温。出席达沃斯，则
是他希望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在全球
化过程中找到使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位置，
同时让责任最小化。
针对这一系列表态，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陈定定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完全的孤立主义或
反对多边主义，
一切都遵从一个原则：
即
“美国优先”，
对美国有利。

据新华社电 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委员京特·
厄廷格 10 日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拟
对塑料包装征税，以减少环境污染和增加欧盟预算
收入。
厄廷格表示，由于中国推出禁止洋垃圾入境的
相关举措，欧盟的塑料垃圾出口受到影响，因此欧
盟希望通过征税来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
他表示，对塑料包装征税的细节，比如是向消
费者还是生产者征税以及税率的确定等，目前仍在
讨论中。
厄廷格还说，欧盟计划提高成员国向欧盟预算
缴纳的资金以及缩减预算支出来填补英国“脱欧”
后留下的财政缺口。
据悉，英国“脱欧”将会导致欧盟出现每年超过
120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1.2 美元）的预算缺口。同
时，欧盟还需要在移民、边境管控、防务等领域增加
开支。

印度核潜艇少关一扇门

“趴窝”
维修10个月
整整 10 个月，印度第一艘自行设计和改造的弹
道导弹战略核潜艇
“歼敌者”号都无法出航，原因是核
潜艇上一扇舱门被人打开却无人发现。
美国《国际财经日报》9 日报道，这扇位于左后侧
的舱门一直敞开，致使海水倒灌进潜艇推进室。为
此，印度海军不得不花费 10 个月时间，抽出海水并替
换大批管道和零件。
《印度教徒报》报道，这些泡过海水的管道为核反
应堆的冷却剂输送加压水，如果不替换，可能对船员、
潜艇和潜艇设计搭载的核武器造成潜在伤害。印度
海军已将事故归咎于“人为错误”。目前“歼敌者”号
已恢复正常。
“歼敌者”号造价 29 亿美元，2009 年正式下水。
“歼敌者”号的前身是俄罗斯
“阿库拉”级核潜艇，印度
在原来基础上做了多处修改。
《印度教徒报》报道，
“歼
敌者”号自改造之初就屡遭波折。潜艇的核反应堆在
达到临界过程中出现故障；由于俄方设计原型与本土
改造差异太大，
不少问题至今未解决。
欣华

特朗普体检不会测精神状况

“他犀利着呢”
现年 71 岁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 12 日
接受上任以来的首次体检，体检报告将对外公开。白
宫方面说，
特朗普此次不会接受精神状况评估。
美联社 10 日报道，特朗普将乘直升机飞往位于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接受全面体检。
美国海军少将、白宫医疗小组主管龙尼·杰克逊
将负责协调此次体检。杰克逊曾为特朗普前任贝拉
克·奥巴马提供医疗服务，负责并监督了奥巴马 8 年
任期间的最后 3 次体检。
美联社说，美国总统并非必须接受体检，不过自
现代起，历任美国总统均定期体检，并对外公布医疗
报告，确认他们“胜任职务”。特朗普是担任美国总统
一职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特朗普有权选
择公开多少他本人的健康信息，但她认为，特朗
普公布的信息会与此前美国总统公布的类别
相同。
另据法新社 9 日报道，白宫发言人霍
根·吉德利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体检“不会”
包括对特朗普的精神状况评估，
“他犀利着
呢”
。
北晨

1 月 10 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
在美国华盛顿白宫，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和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不在画面中
不在画面中）
）举
行联合记者会时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