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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下狠手 美突然对俄制裁

涉及交易金额将可能达上亿美元

据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8 日电 美国国务
院 8 日下午突然宣布，因今年 3 月俄罗斯
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毒事件，美国
将对俄实施制裁。

俄称美制裁“苛刻”
俄罗斯媒体 9 日援引俄罗斯驻美国大
使馆发布的公告说，美国因俄罗斯前特工
中毒事件对俄实施的制裁措施“苛刻”。美
国对俄前特工中毒事件的指责纯属臆造。

心狠手辣
意犯罪团伙为骗保
打断 70 人手脚

美国“痛下狠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8 日发表声明
称，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受到“‘诺
维乔克’神经毒剂”袭击后，“美国 8 月 6
日认定俄罗斯联邦政府违反国际法使用了生
化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生化武器”
。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 8 日的电话吹风会上
说，此次制裁将分两阶段进行，其中第一阶
段制裁将可能导致相关企业无法获准向俄出
售涉及敏感国家安全问题的商品。若俄罗斯
拒不提供未来不再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
的“可信保证”并同意联合国相关机构对俄
方行动进行“现场核验”，美国将在本轮制
裁开始执行 3 个月后发起第二阶段更为严厉
的制裁。美媒报道称，第二阶段制裁将包括
两国降低外交关系级别、俄航航班不得赴
美、双边进出口贸易全部中止等。
美方官员称，此次制裁规模将非常庞
大，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国有企业都将受到影
响，涉及的交易金额将可能达到上亿美元。

15 国际特稿

这是 8 月 8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务院外景。 新华社发

国际观察

美国为何突然“出招”

特朗普和俄总统普京7月刚刚在芬兰首
都赫尔辛基会晤，释放出积极信号。美方
却在不久后突然以5个月前的斯克里帕尔中
毒事件为由对俄实施制裁，令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美国国会 3 月就已正式要求
特朗普政府认定俄罗斯是否在上述事件中
违反了国际法。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政府
本应在国会提出要求后的两个月内做出认
定，但特朗普政府却迟迟没有动静，其
“拖沓”表现还被国会两党狠批。
对于特朗普政府此番突然做出认定并

出台制裁措施，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此时
“出招”更多是迫于国内“通俄门”调查的
压力。有分析指出，美国情报界已认定俄
罗斯干涉了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但特朗
普本人一直不愿承认，还曾表示他找不到
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理由。此番言论震
动美国政界，特朗普后来表示此话为“口
误”
。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希望借此次制裁
对“口误”事件“消毒”
，以此回应外界有
关特朗普对普京“态度软弱”的批评，以
免冲击11月中期选举选情。 （据新华社）

意大利警方 8 日宣布捣毁两个
车祸保险诈骗团伙，在西西里大区
首府巴勒莫逮捕 11 人，指认这些
人诱导吸毒者、酒鬼等扮演“受害
人”，打断他们的手臂或腿部，伪
造车祸现场，骗取保险金。
一份警方声明说：“警方经过
调查，捣毁两个犯罪团伙，查明他
们用类似健身房使用的杠铃片猛砸
受害人四肢，手段特别残忍。”
巴勒莫警方官员鲁道夫·鲁佩
蒂说，犯罪团伙到火车站等地“招
募”瘾君子、酒鬼、智力有缺陷人
士或急需用钱的穷人。
“受害人”可
以选择打断哪个部位的骨头，犯罪
分子承诺分给他们三成保险金。
警方说，依照伤势不同程度，
车祸保险金最高15万欧元（约合17.4
万美元）。然而，犯罪分子常常只给
那些“受害人”50 至 100 欧元（58
至 116 美元），而后者在“车祸”后
只能依靠拐杖或轮椅行动。警方没
有查明骗领了多少保险金。
意大利天空电视台24小时新闻
频道报道，据信大约 70 人成为假
车祸“受害人”
。（据新华社微特稿）

广告

涉挪用善款、洗钱等多宗罪行

泰国“炫富僧”获刑 114 年
泰国“炫富”僧人威拉蓬·戍蓬因
欺诈、洗钱和计算机犯罪罪名成立，9 日
由法庭判处 114 年监禁。
威拉蓬在泰国东北部四色菊府干他
拉隆县出家，在当地信徒众多。2013 年
6 月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威
拉蓬和另外两名僧人搭乘私人飞机，戴
墨镜和耳机，手提奢侈品牌手袋。
威拉蓬因这段“炫富”视频惹火烧
身，随即被查出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关
系、挪用善款、洗钱等多宗罪行。他随
后逃往美国，去年 7 月由泰国警方引渡
回国。
泰国司法部特别案件调查厅一名官

员告诉路透社，威拉蓬欺骗信徒，声称
自己有特异功能；以购买多辆豪华车辆
的方式洗钱。
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刑事法庭 9 日判处
威拉蓬 114 年监禁。只是，依据泰国法
律，他实际只需服刑 20 年。“法庭裁定
他多项罪名成立，刑期累计 114 年，”调
查厅官员说，“这意味着他实际需要服刑
20 年。”
另外，威拉蓬因与未成年少女发生
性关系，面临性侵害儿童和绑架儿童罪
名指控。法庭预计今年 10 月就这两项指
控作出裁决。这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为
20 年监禁。
（据新华社微特稿）

写错一个字 白花 31 万元
美一大学重发近万份文凭
由于文凭上有拼写错误，美国科罗
拉多梅萨大学不得不重印多至 9200 份大
学文凭，重新发放给毕业生。
据美联社 9 日报道，毕业生亚历克·
威廉姆斯在检查收到的文凭上是否写错
他的名字时，意外发现文凭上学校董事
会 英 文 Board of Trustees 误 写 成
Coard of Trustees。威廉姆斯在校期
间曾担任校报编辑。他随即将这个问题
反映给校方。

科罗拉多梅萨大学校长蒂姆·福斯
特说，文凭由校方设计，因此出现这一
失误“责任全在校方”。
校 方 重 印 了 9200 份 文 凭 ， 发 放 给
受此影响的毕业生，除了应届毕业生，
还包括前溯至 2012 年的毕业生。每份
文 凭 造 价 5 美 元（约 合 34 元 人 民 币），
校方为这个拼写错误支付了 4.6 万美元
（31 万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微特稿）

中老年人健康往往容易忽略两大问题
第一，
小症状背后隐藏着大问题，
容易
被忽视。
第二，
一身毛病不知从哪治，
病急乱投
医。
腹胀厌食，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慢性
腰腿痛，心悸气短，心脏像压了块石头，肾
虚气血亏，腰膝酸软。当频繁发生以上症
状时，
更需要警惕。
葛洪牌桂龙药膏，28 味组方，天然中
草药植物，能祛风除湿，舒经筋络，温肾补
血，
用于心悸气短、
腹胀厌食、
尿频尿急、
肾
虚气血亏、风温骨痛、慢性腰腿痛，请选葛
洪牌桂龙药膏。
【禁忌】孕妇及小儿忌用；
【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余内容详见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广西邦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咨询电话：0898-66660161

经销地址： 海南一心堂各连锁店有售（可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保卡） 海口
海口：
：
仁之堂药品超市（五指山路海
外酒店楼下）;仁之堂药品超市海甸店（二东路水岸阳光 A 区）；
仁之堂药品超市和平南路店（延长线南亚广
场）；
千方药品超市（琼山区大圆路 125 号魅力 100 对面）;一心堂海秀路分店（海秀路 3 号望海楼对面）;一心
堂金盘路分店（金盘路金盘商厦一楼）;一心堂青年路分店（青年路 16 路武钢大厦一楼）;一心堂玉沙路分店
（椰海大酒店旁）；
一心堂文明中路分店（文明中路 171 号）；
一心堂海甸五西路分店（安民路口南国超市对
面）；
一心堂蓝天路分店（庆云尧大厦一楼铺面）；
一心堂龙昆路分店（城西路口加油站旁）；
一心堂南海大道
分店（南海大道 198 号汽车南站旁）；
一心堂桂林洋分店（桂林洋大酒店对面）；
一心堂城西路分店（城西路
35 号一楼铺面）；
一心堂明珠路分店（明珠路 2 号置地花园楼 18.19 号铺面）；
一心堂龙华路分店（龙华小学
对面）;一心堂海秀西路分店（海口汽车西站旁）。三亚
三亚：
：
一心堂吉阳镇分店（吉阳镇荔枝沟路）；
一心堂解放
路四分店（解放四路农垦医院左侧）；一心堂河东路分店（山水云天一楼教育局旁）;一心堂解放路二分店
（妇幼保健医院旁）;一心堂港华路分店（商品街一巷 15 号铺面）；
健寿堂药店（红旗街 82 号）；
；
保康药店（红
旗街 31 号）；
保健堂（红旗街 12 号）。琼海
琼海：
：
广安大药堂第七超市（元亨街基本点对面）；
一心堂金海路分店
（龙湾大酒店对面）；
一心堂教育北路分店（教育北路 2 号）。万宁
万宁：
：
百年华康药店（市政府对面）;万城鹰康药
行（市政府对面）;一心堂光明北路分店（光明北路新华书店首层铺面）；
一心堂人民中路分店（金都大酒店
正对面）；
一心堂兴隆二分店（兴宝路一排第五幢 2 号）。昌江
昌江：
：一心堂人民北路分店（凯达商业广场一楼）；
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
昌康药店（保障局楼下）。屯昌
屯昌：
：
仁之堂药品超市（新建二路 39 号）；
一心堂屯城分
店（昌盛二路华昌家私旁）；
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三路）。东方
东方：
：
一心堂分店（解放路 7 号华夏一楼）；
一
心堂二分店（东方大道党校旁）；爱民药店（解放路邮局对面）。文昌
文昌：
：
南山药行（公园池塘旁）；
一心堂清澜
白金路分店（清澜白金路）。陵水
陵水：
：
一心堂海韵广场分店（椰林镇滨河南路 8 号）；万康园药店。乐东
乐东：
：
一心
堂乐安路分店（乐安路 393 号林业局对面）；
一心堂九所镇新区一横路分店（南区西商住一横路 20 号）；
银都
药店（电影院旁）。儋州
儋州：
：
一心堂儋州分店（那大镇中兴大道广安堂医药大厦）；
一心堂白马井三分店（商业
街一层）；一心堂洋浦分店（北侧海岸华庭铺面）；；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万方医药商场（解放南路 211
号）。定安
定安：
：
新科药店（江南二路中段）。白沙
白沙：
：
仁之堂药品超市牙叉中路店（牙叉中路，
联顺超市对面）；
仁
之堂药品超市卫生路店（卫生路疾控中心门口左侧）；
仁之堂药品超市七坊店（龙江农场商业街）。临高
临高：
：
一
心堂解放路分店（解放路 33 号县工会斜对面）。澄迈
澄迈：
：
一心堂金江解放路路分店（解放东路农行小区一楼
铺面）；
一心堂老城康城分店（工业大道四季康城 1-2 商铺）；
澄迈东联大药房（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广
安大药堂连锁各门店有售：广安大医药商城（蓝天路 32-1 号）；广安大药堂龙华药品超市（龙华路龙华商城首层）；龙芝林药品超市连锁
各门店有销：龙芝林定安人民中分店（定城镇人民中路 38 号）；龙芝杯陵水财源分店（财源路口）；德祥堂林旺恒生堂分店（三亚市海棠
湾镇林旺中学斜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