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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 11
月2日宣布，将于本月5日重启对
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制裁。这
是美国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后重启的第二批对
伊制裁，届时美国将全面恢复因
伊核协议而解除的对伊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媒
体电话吹风会上表示，5日重启的
制裁将针对伊朗的能源、造船、航
运和银行业等。不过美国将暂时
允许8个国家或地区继续从伊朗
进口石油，因为它们目前已大幅降
低伊朗原油进口量，美国将给予它

们更多时间达到“零进口”。
蓬佩奥未公布豁免名单，但

表示欧盟不在其中。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同

一吹风会上表示，财政部将在5
日对 700多个伊朗个人和实体
发起制裁，其中包括数百个因伊
核协议而被取消制裁的对象以
及 300多个新增制裁对象。环
球 银 行 间 金 融 通 信 协 会
（SWIFT）平台必须停止为被制
裁的伊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否
则将面临来自美国的制裁。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

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
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解
除对伊制裁。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8月，
美国重启对伊朗金融、金属、矿
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制
裁，并表示将于11月重启剩余部
分制裁。伊朗方面对美方的制
裁决定表示强烈谴责。

美国宣布对伊朗
重启第二批制裁

俄罗斯政府11月1日宣布
对乌克兰322名个人和68家实
体施加制裁，冻结他们在俄罗斯
的资产，不予返还，以回应乌方
对俄方的制裁。

列清单

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
韦杰夫签署行政令，制裁乌克兰
322名个人和68家实体。

制裁清单包括乌克兰内政
部长阿尔森·阿瓦科夫、国防部
长斯捷潘·波尔托拉克、国家安
全局局长瓦西里·赫里察克和总
检察长尤里·卢岑科；前总理、明
年总统选举热门竞选人尤利娅·
季莫申科。

“上榜”企业涉及农业、食品
加工、金融、矿产等领域。

行政令说，这些实体和个人
“作出针对俄罗斯公民和实体的
不友好举动”；他们的在俄资产
将遭到冻结且不予返还。

还颜色

缘于克里米亚2014年经由
全民投票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
斯以及乌克兰冲突，俄乌关系持
续紧张。德新社报道，这是俄方
4年来首次制裁乌方。

俄方说，最新制裁措施对是
乌方类似举措的“报复”。

俄罗斯媒体报道，2014年
以来，乌克兰通过多项法令，制
裁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共有
1228名俄罗斯公民和 468名企
业法人受到乌方制裁，包括俄
罗斯官员、企业家、企业、媒体
和政党。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
特里·佩斯科夫在一场例行记
者会上说，如果看到乌克兰政
府改善两国关系的“政治意
愿”，克里姆林宫愿意着手撤
销制裁，“但现在我们没有看
到这一点”。

反作用？

一些乌克兰政界人士选择
“无视”俄方制裁。季莫申科在
社交媒体“脸书”留言，她“一点
不担心”受到制裁，因为她在俄
罗斯没有业务。

乌克兰政治分析师弗拉基
米尔·费先科在社交媒体说，一
些人士以上榜俄方制裁名单“为
荣”，“重要的不是清单上有谁，
而是谁不在清单上……对一些
人而言，受制裁的事实反而能在
竞选时期帮忙”。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
科1日晚些时候回应，俄方制裁

“不意外”，俄罗斯军队和武器应该
“离开乌克兰，而不是耀武扬威”。

波罗申科的说法与费先科
相似：“在乌克兰，受到俄方制裁
是一种‘国家奖项’，至少人们这
么认为。那些没有被列入制裁
清单的人特别‘生气’。”

拒插手

乌方一直指认俄方介入乌
东部局势，俄方否认。乌东部现
由反政府武装控制。东部顿涅
茨克和卢甘斯克州2014年分别
举行公投，宣布建立“主权国
家”。乌克兰中央政府说，不会
承认这两地定于本月11日举行
的“地方选举”。

包括法国、荷兰、波兰、瑞典
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10月呼吁
俄罗斯介入，阻止这场即将举行
的“地方选举”。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里
戈里·卡拉辛1日回复，乌克兰的
地方选举不在8个欧洲国家管辖
范围内，况且“我们不是（乌克
兰）冲突的参与方”，“我们谈论
的是乌克兰领土范围内的事情，
那里要举行地方选举，从而组建
地方政府，这是主要目标”。

据新华社

警犬被盗案最新进展

金华警方撤案解除取保候审

俄罗斯宣布制裁乌克兰
涉及322名个人和68家实体

来自河南省兰考县公安局的消息
称，11月3日6时40分许，兰考县河南
鑫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
发生爆燃，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

通报称，事故发生后，市县两级成
立调查组，经调查和相关专家调查走
访、现场勘查、视频审查，初步认定事故
原因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丙烷
泄露集聚，操作人员启闭配电箱时引发
燃爆。

据了解，目前，法人代表和企业负
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事故原因和造成的
损失正在进一步核实。受伤人员经抢
救，生命体征平稳，善后处置工作正在
稳妥进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将及时
发布。 中新

河南兰考爆燃事故
致8死1伤
涉事企业负责人被控制

11月3日起，中国铁路12306网站
改版升级全新上线运营。改版后的
12306网站客运服务功能更趋完善，
增加的扫码登录功能让旅客的购票
速度更快捷。

新改版的 12306网站以服务旅客
为中心，丰富和完善了服务引导信息内
容，可以满足购票、餐饮、站车服务、旅
游等旅客出行多方位服务需求。

进入登录页面后，屏幕上出现了扫
码登录和账号登录两种方式，记者用手
机12306客户端扫描二维码后，在网站
上只需一秒就可实现自动登录，比账号
登录，输入用户名、密码、选择验证码快
了不少。 据《北京青年报》

铁路12306网站
可扫码登录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工信部近日印
发《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
动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要求，各相
关互联网企业要全面清理“呼死你”“网
络改号”“短信轰炸机”等软件及“猫池”

“语音网关”等设备相关销售推广信息，
切断相关软件、设备在互联网上的搜
索、发布、下载、交易渠道。

《工作方案》要求，全面加强通信资
源管理，完善骚扰电话的发现、举报、处
置流程，切断骚扰电话传播渠道；加强
技术手段建设，提升骚扰电话防范能
力；综合调动各方力量，规范电话营销
行为，建立骚扰电话长效管控机制，实
现商业营销类电话规范拨打、恶意骚扰
和违法犯罪类电话明显减少的目标，营
造良好的通信环境。 中新

工信部发文全面清理
“呼死你”等软件

近日，浙江金华一对夫妻自称因“救助”了一条警犬却被指偷盗国家财产遭到取保候审引
发广大关注。11月2日23点，被指盗窃的应女士告诉记者，目前，浙江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
已经作出撤案决定并解除了取保候审。

10月 8日，浙江金华的应
女士在新浪微博发文称，他们
夫妻二人因在路边捡到一条狗
而被认定“偷盗国家财产”，进
而寻求法律帮助。

应女士告诉记者，今年6月
29日晚7点左右，她与丈夫晚饭
后出门散步，在金华政和街的
一排垃圾桶旁见到了一条正在
翻食垃圾的狗，狗很瘦弱，且前
脚微瘸，很容易亲近人。自己
看了很可怜，因为平时经常救
助小动物，所以便将其带回了
家。

“我之前经常救助小动物，
因为有过捡到狗报案未被受理
的经历，这次捡到狗也就没太
当回事，并没有报案。带回家
后，在狗的身上也没有找到任

何原主人的信息。尤其是认真
查看狗脖子上的项圈，也没有
任何信息。恰巧那几天，我丈
夫接了一些雕刻的活，为狗寻
找主人的事情也就暂时拖着
了。没想到几天后，辖区派出
所的民警找上了门。”应女士告
诉记者。

应女士称，民警告诉她说
这条狗是警犬“老三”，价值
15000元，夫妻二人的行为属于
盗窃。金华金东公安局对夫妻
两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经初步调查认为，该警犬非警
犬基地的特种犬，系多湖派出
所用于警戒、巡逻的警犬，并佩
戴项圈。犯罪嫌疑人朱某、应
某知道该犬系名贵犬种德国牧
羊犬。

经过多次审讯和做笔录之
后，应女士与丈夫缴纳了保证
金办理了取保候审。然而，他
们在回家的路上又看到了这只
名为“老三”的警犬在翻垃圾。
实际上，记者在人民检察院案
件信息公开网上，浙江省金华
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中了解到，牧羊犬“老三”已经
不是第一次被人带走，此前还
有两人因它被处以刑事处罚。

10月30日，金华市公安局
通报了该案的处理进展情况。
因多湖派出所相关人员对散放
的警犬未尽到管理职责，违反
了《警犬饲养管理操作规程》中
的相关规定，金东公安分局决
定对所长停止执行职务，对警
犬管理员予以辞退处理。

11月 2日 23点，被指盗窃
的应女士告诉记者，目前，浙江
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已经做
出撤案决定并解除了取保候
审。记者从应女士出示的撤销
案件裁定书看到，该案撤案原因
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据解
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中显示，因案
件被撤销决定予以解除。

应女士表示，看到通知书时
的心情很难形容，既开心又伤
感，莫名感动之余微微疲累。家
人都感到如释重负，终于把这事
弄清楚了，以后没案底了。

若以后再遇到流浪猫狗，应
女士表示还是会救助，“其实在
被取保候审后我还是有过救助
的行为，做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
不需要理由，和别人怎么想我看
我无关”。 据《法制晚报》

案情回顾 救助狗被疑“盗狗”夫妻网上求助

案件进展

警方已撤案
解除取保候审

据新华社电 11月3日晚，兰海高
速公路兰州南收费站发生交通事故。
据介绍，目前已有14人死亡。

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3日 19时
21分，兰海高速兰州南收费站一辆重
型卡车失控，撞向正在等待缴费的一
排车辆。目前已有 14人死亡，34人
受伤。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据记者观察，现场有31辆车发生
碰撞。

事故发生后，兰州市公安、消防以
及医疗等相关部门赶往现场救援。甘
肃省和兰州市领导带领相关部门人员
紧急赶赴现场指挥处理。目前事故具
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兰海高速交通事故
已致14人亡34人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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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 11
月2日宣布，将于本月5日重启对
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制裁。这
是美国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后重启的第二批对
伊制裁，届时美国将全面恢复因
伊核协议而解除的对伊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媒
体电话吹风会上表示，5日重启的
制裁将针对伊朗的能源、造船、航
运和银行业等。不过美国将暂时
允许8个国家或地区继续从伊朗
进口石油，因为它们目前已大幅降
低伊朗原油进口量，美国将给予它

们更多时间达到“零进口”。
蓬佩奥未公布豁免名单，但

表示欧盟不在其中。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同

一吹风会上表示，财政部将在5
日对 700多个伊朗个人和实体
发起制裁，其中包括数百个因伊
核协议而被取消制裁的对象以
及 300多个新增制裁对象。环
球 银 行 间 金 融 通 信 协 会
（SWIFT）平台必须停止为被制
裁的伊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否
则将面临来自美国的制裁。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

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
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解
除对伊制裁。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8月，
美国重启对伊朗金融、金属、矿
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制
裁，并表示将于11月重启剩余部
分制裁。伊朗方面对美方的制
裁决定表示强烈谴责。

美国宣布对伊朗
重启第二批制裁

俄罗斯政府11月1日宣布
对乌克兰322名个人和68家实
体施加制裁，冻结他们在俄罗斯
的资产，不予返还，以回应乌方
对俄方的制裁。

列清单

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
韦杰夫签署行政令，制裁乌克兰
322名个人和68家实体。

制裁清单包括乌克兰内政
部长阿尔森·阿瓦科夫、国防部
长斯捷潘·波尔托拉克、国家安
全局局长瓦西里·赫里察克和总
检察长尤里·卢岑科；前总理、明
年总统选举热门竞选人尤利娅·
季莫申科。

“上榜”企业涉及农业、食品
加工、金融、矿产等领域。

行政令说，这些实体和个人
“作出针对俄罗斯公民和实体的
不友好举动”；他们的在俄资产
将遭到冻结且不予返还。

还颜色

缘于克里米亚2014年经由
全民投票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
斯以及乌克兰冲突，俄乌关系持
续紧张。德新社报道，这是俄方
4年来首次制裁乌方。

俄方说，最新制裁措施对是
乌方类似举措的“报复”。

俄罗斯媒体报道，2014年
以来，乌克兰通过多项法令，制
裁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共有
1228名俄罗斯公民和 468名企
业法人受到乌方制裁，包括俄
罗斯官员、企业家、企业、媒体
和政党。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
特里·佩斯科夫在一场例行记
者会上说，如果看到乌克兰政
府改善两国关系的“政治意
愿”，克里姆林宫愿意着手撤
销制裁，“但现在我们没有看
到这一点”。

反作用？

一些乌克兰政界人士选择
“无视”俄方制裁。季莫申科在
社交媒体“脸书”留言，她“一点
不担心”受到制裁，因为她在俄
罗斯没有业务。

乌克兰政治分析师弗拉基
米尔·费先科在社交媒体说，一
些人士以上榜俄方制裁名单“为
荣”，“重要的不是清单上有谁，
而是谁不在清单上……对一些
人而言，受制裁的事实反而能在
竞选时期帮忙”。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
科1日晚些时候回应，俄方制裁

“不意外”，俄罗斯军队和武器应该
“离开乌克兰，而不是耀武扬威”。

波罗申科的说法与费先科
相似：“在乌克兰，受到俄方制裁
是一种‘国家奖项’，至少人们这
么认为。那些没有被列入制裁
清单的人特别‘生气’。”

拒插手

乌方一直指认俄方介入乌
东部局势，俄方否认。乌东部现
由反政府武装控制。东部顿涅
茨克和卢甘斯克州2014年分别
举行公投，宣布建立“主权国
家”。乌克兰中央政府说，不会
承认这两地定于本月11日举行
的“地方选举”。

包括法国、荷兰、波兰、瑞典
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10月呼吁
俄罗斯介入，阻止这场即将举行
的“地方选举”。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里
戈里·卡拉辛1日回复，乌克兰的
地方选举不在8个欧洲国家管辖
范围内，况且“我们不是（乌克
兰）冲突的参与方”，“我们谈论
的是乌克兰领土范围内的事情，
那里要举行地方选举，从而组建
地方政府，这是主要目标”。

据新华社

警犬被盗案最新进展

金华警方撤案解除取保候审

俄罗斯宣布制裁乌克兰
涉及322名个人和68家实体

来自河南省兰考县公安局的消息
称，11月3日6时40分许，兰考县河南
鑫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
发生爆燃，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

通报称，事故发生后，市县两级成
立调查组，经调查和相关专家调查走
访、现场勘查、视频审查，初步认定事故
原因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丙烷
泄露集聚，操作人员启闭配电箱时引发
燃爆。

据了解，目前，法人代表和企业负
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事故原因和造成的
损失正在进一步核实。受伤人员经抢
救，生命体征平稳，善后处置工作正在
稳妥进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将及时
发布。 中新

河南兰考爆燃事故
致8死1伤
涉事企业负责人被控制

11月3日起，中国铁路12306网站
改版升级全新上线运营。改版后的
12306网站客运服务功能更趋完善，
增加的扫码登录功能让旅客的购票
速度更快捷。

新改版的 12306网站以服务旅客
为中心，丰富和完善了服务引导信息内
容，可以满足购票、餐饮、站车服务、旅
游等旅客出行多方位服务需求。

进入登录页面后，屏幕上出现了扫
码登录和账号登录两种方式，记者用手
机12306客户端扫描二维码后，在网站
上只需一秒就可实现自动登录，比账号
登录，输入用户名、密码、选择验证码快
了不少。 据《北京青年报》

铁路12306网站
可扫码登录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工信部近日印
发《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
动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要求，各相
关互联网企业要全面清理“呼死你”“网
络改号”“短信轰炸机”等软件及“猫池”

“语音网关”等设备相关销售推广信息，
切断相关软件、设备在互联网上的搜
索、发布、下载、交易渠道。

《工作方案》要求，全面加强通信资
源管理，完善骚扰电话的发现、举报、处
置流程，切断骚扰电话传播渠道；加强
技术手段建设，提升骚扰电话防范能
力；综合调动各方力量，规范电话营销
行为，建立骚扰电话长效管控机制，实
现商业营销类电话规范拨打、恶意骚扰
和违法犯罪类电话明显减少的目标，营
造良好的通信环境。 中新

工信部发文全面清理
“呼死你”等软件

近日，浙江金华一对夫妻自称因“救助”了一条警犬却被指偷盗国家财产遭到取保候审引
发广大关注。11月2日23点，被指盗窃的应女士告诉记者，目前，浙江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
已经作出撤案决定并解除了取保候审。

10月 8日，浙江金华的应
女士在新浪微博发文称，他们
夫妻二人因在路边捡到一条狗
而被认定“偷盗国家财产”，进
而寻求法律帮助。

应女士告诉记者，今年6月
29日晚7点左右，她与丈夫晚饭
后出门散步，在金华政和街的
一排垃圾桶旁见到了一条正在
翻食垃圾的狗，狗很瘦弱，且前
脚微瘸，很容易亲近人。自己
看了很可怜，因为平时经常救
助小动物，所以便将其带回了
家。

“我之前经常救助小动物，
因为有过捡到狗报案未被受理
的经历，这次捡到狗也就没太
当回事，并没有报案。带回家
后，在狗的身上也没有找到任

何原主人的信息。尤其是认真
查看狗脖子上的项圈，也没有
任何信息。恰巧那几天，我丈
夫接了一些雕刻的活，为狗寻
找主人的事情也就暂时拖着
了。没想到几天后，辖区派出
所的民警找上了门。”应女士告
诉记者。

应女士称，民警告诉她说
这条狗是警犬“老三”，价值
15000元，夫妻二人的行为属于
盗窃。金华金东公安局对夫妻
两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经初步调查认为，该警犬非警
犬基地的特种犬，系多湖派出
所用于警戒、巡逻的警犬，并佩
戴项圈。犯罪嫌疑人朱某、应
某知道该犬系名贵犬种德国牧
羊犬。

经过多次审讯和做笔录之
后，应女士与丈夫缴纳了保证
金办理了取保候审。然而，他
们在回家的路上又看到了这只
名为“老三”的警犬在翻垃圾。
实际上，记者在人民检察院案
件信息公开网上，浙江省金华
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中了解到，牧羊犬“老三”已经
不是第一次被人带走，此前还
有两人因它被处以刑事处罚。

10月30日，金华市公安局
通报了该案的处理进展情况。
因多湖派出所相关人员对散放
的警犬未尽到管理职责，违反
了《警犬饲养管理操作规程》中
的相关规定，金东公安分局决
定对所长停止执行职务，对警
犬管理员予以辞退处理。

11月 2日 23点，被指盗窃
的应女士告诉记者，目前，浙江
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已经做
出撤案决定并解除了取保候
审。记者从应女士出示的撤销
案件裁定书看到，该案撤案原因
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据解
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中显示，因案
件被撤销决定予以解除。

应女士表示，看到通知书时
的心情很难形容，既开心又伤
感，莫名感动之余微微疲累。家
人都感到如释重负，终于把这事
弄清楚了，以后没案底了。

若以后再遇到流浪猫狗，应
女士表示还是会救助，“其实在
被取保候审后我还是有过救助
的行为，做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
不需要理由，和别人怎么想我看
我无关”。 据《法制晚报》

案情回顾 救助狗被疑“盗狗”夫妻网上求助

案件进展

警方已撤案
解除取保候审

据新华社电 11月3日晚，兰海高
速公路兰州南收费站发生交通事故。
据介绍，目前已有14人死亡。

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3日 19时
21分，兰海高速兰州南收费站一辆重
型卡车失控，撞向正在等待缴费的一
排车辆。目前已有 14人死亡，34人
受伤。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据记者观察，现场有31辆车发生
碰撞。

事故发生后，兰州市公安、消防以
及医疗等相关部门赶往现场救援。甘
肃省和兰州市领导带领相关部门人员
紧急赶赴现场指挥处理。目前事故具
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兰海高速交通事故
已致14人亡34人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