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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15 日披
露，他日前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晤
时讨论了美国“重回”《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特朗普称将为此“想办法”。

特朗普 13日抵达法国巴黎，随后与马克
龙举行会谈，话题涉及打击恐怖主义、叙利
亚问题、气候治理、自由贸易等。

马克龙 15 日在接受法国《星期日报》采
访时说，特朗普倾听了他有关《巴黎协定》的
意见，双方就美国“重回《巴黎协定》的条件”
进行了“详细”讨论。“他（特朗普）告诉我，他
将在接下来几个月里试着找出办法。”

13日与马克龙会谈结束后，特朗普本人
也暗示可能改变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他当时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关于《巴黎协
定》，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让我们拭目
以待。”

14 日，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
兰森在美国纽约参加一场讨论会时说，他感
觉特朗普正为退出《巴黎协定》而后悔，“但
愿他会改变主意”。

布兰森说，不少美国“企业和城市”坚定
支持发展低碳能源，而美国政府却退出《巴
黎协定》，这“非常、非常奇怪”。这一决定置
美国于首位而把“我们美丽的地球”放在末
位，“显得异常可悲”。

布兰森建议特朗普政府逐步淘汰煤炭
工业，大力投资可替代能源，帮助煤炭工人
转行，如进入清洁能源行业。“这对煤炭工人
好，对美国好，对世界好。”

一同参加这场讨论会的美国陶氏化学
公司负责人、白宫顾问安德鲁·利夫里斯说，
他相信，“我们（美国政府）能够找到方法、重
回《巴黎协定》，这样做并非基于深厚知识，
而是因为我们曾作出承诺。”

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近 200 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
达成《巴黎协定》。2016 年 11 月，《巴黎协
定》正式生效。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说，一旦当选，将设
法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上任后，特朗普
谋求废除美国一些环境规定，称这些规定

“没必要”，有碍煤矿、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工
业发展。他还要求美国环境保护局“重写”
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制定的旨在减少碳
排放的《清洁电力计划》，而这一计划正是

《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作出的重
要承诺。

6 月 1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他称《巴黎协定》给美国带来“苛刻财
政和经济负担”，但表示愿意谈判，“看看能
否达成一个公平协议”。 据新华社电

未遂政变一周年 土耳其人这样过

【日本电信诈骗由来已久】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证实，35名日本公民因涉嫌诈骗
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中方已
按照《中日领事协定》进行了领事通
报。日本媒体称，这是日本籍犯罪嫌疑
人在中国被抓获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电信诈骗案中，相对于收取现金
的“收货人”，负责打电话的“打电话人”
更难掌握。近年来为逃避调查，从中国
向日本打电话的日本诈骗团伙不断增
加。

2015年曾有报道称，一个日本诈骗
团伙在广东省珠海市发生内讧，其中一
人被同伙捆绑并殴打致死。该案发生
于 2013 年，最终，日籍主犯被判处无期
徒刑。

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社会治安较
好，社会诚信度较高。但在日本，电信
诈骗多发、且历史悠久也是不争的事
实。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后期，日本就出
现骗子冒充老师给学生的爷爷奶奶打
电话并上门骗取现金的案例。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电信诈骗案例明显增多且
花样翻新。

通常，骗子会从电话簿上有选择地
给看似老年人的对象打诈骗电话，冒充
受害人的儿子或孙子，以经济困难、突
遇变故等借口骗取钱财。除此之外，日
本常见的诈骗手段还包括“虚构账单诈
骗”“融资保证金诈骗”“返还金诈骗”

“点击网站诈骗”等。
所谓“虚构账单诈骗”，即骗子以广

撒网的方式邮寄付费账单，总会有人不
记得自己有过什么消费而上当受骗；

“融资保证金诈骗”和“返还金诈骗”是
骗子冒充银行职员或公务员，以贷款保
证金或返还税金等名义实施诈骗；“点
击网站诈骗”就是点击一些网站链接后
会自动提示业务办理成功，并要求缴纳
高额会费的诈骗行为，实际上也是“虚
构账单诈骗”的一种。

2004年，日本警察厅将这些要求受

害者汇款的诈骗手段统称为“汇款诈

骗”。

【有骗子冒充中国媒体】

据日本《每日新闻》5 月 29 日报道，
青森县一警察局接到报案，一名 40 多
岁的女性分 8 次被骗取了 816 万日元
（约合 49万元人民币）。

这起诈骗案是一起“点击网站诈
骗”。骗子称，受害者有一笔未向中国
媒体缴纳的费用，“如果不支付收费网
站的登录费用，将把她带到中国去”。
这名受害者信以为真，在共支付 816 万
日元后，不得已才向朋友求助，并最终
报警。

记者就此向该警察局核实，警察局
的鱼田警官证实了案件的真实性，并表
示，案子至今还在调查中，尚未抓到诈
骗犯，受害人损失也没有追回。

近年来，日本电信诈骗金额逐渐增
加。2016 年，大阪一名 80 多岁女性被
骗取 5.7 亿日元（约 3432 万元），创日本
单个受害者电信诈骗受骗金额之最。
同年 9 月，两名骗子被捕。日本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电信诈骗案是一个诈骗团
伙从约 370 名受害者手中骗取 30 多亿
日元（逾 1.8 亿元）。这一诈骗团伙于
2012年被打掉，28名成员被捕。

【日本极力防范电信诈骗】

以“汇款诈骗”为主的电信诈骗在
日本已成顽疾。为防范电信诈骗，日
本警察厅设有专门的应对“汇款诈骗”
网站，对各种诈骗受害情况有详尽的
数据统计，并介绍各种诈骗伎俩，也提
供专用警方咨询电话，呼吁民众接到
可疑电话时不要慌张，不要立即给对
方汇款，要向警方电话咨询或到就近
警局咨询。

日本金融厅也常常对“汇款诈骗”
做出提示，要求各金融机构在显著位置
进行有关“汇款诈骗”的警示。一些银
行和 ATM 机附近会张贴预防“汇款诈
骗”的海报或标语，ATM 机的转账操作

界面也会显示小心“汇款诈骗”的提
醒。由于骗子往往通过电话遥控受害
人的转账操作，有的金融机构还要求用
户，不在ATM机附近使用手机。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经常在新闻
节目前后播放专门制作的防止“汇款诈
骗”的小节目《停止诈骗！我不会上
当》，介绍一些具体案例，以及一些新型
诈骗手段。

在日本，“汇款诈骗”按《刑法》第
246 条诈骗罪定刑，通常处以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如果是有组织犯罪，可处以
最高 15 年有期徒刑。随着“汇款诈骗”
案逐年增多，日本打击诈骗犯罪、特别
是诈骗活动中“打电话人”的力度日趋
严厉，日本诈骗团伙为逃避打击，转而
跑到中国等其他国家作案。

对于中国警方一次性抓捕 35 名日
本电信诈骗嫌疑人，日本网民的反应是

“喜大普奔”，纷纷点赞，呼吁中国对他
们严惩不贷。不少日本网民甚至直呼

“请判死刑”，可见日本民众对电信诈骗
恨之入骨。

据新华社电

15 日，不少土耳其人在用手机
拨打电话时便会听到来自总统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
一段录音。在这段音频信

息中，埃尔多安在去年
未遂政变一周年之际

为民众送上祝福。
当天，伊斯

坦布尔博斯
普 鲁 斯

大桥

（又名“七一五烈士桥”）上举行了盛
大集会，纪念未遂政变事件中的遇难
者。16日凌晨，位于首都安卡拉的议
会大厦门前也举行类似集会。

【来自总统的祝福】
法新社 15 日报道，当天清晨开

始，不少土耳其人拨打电话时便听到
了电话那头传来埃尔多安的一段话。

录音说：“作为总统，我在 7 月 15
日‘国家民主团结日’向大家送去祝
福，愿那些抵抗政变的英雄健康、幸
福。”

按法新社的说法，这段录音播放
完毕后，手机用户即可听到拨号音。
使用土耳其电信公司和沃达丰公司
的用户据信在拨打电话时都可以听
到这段总统录音。

去年 7 月 15 日夜，土耳其突发未
遂政变，造成近 250 人死亡。土耳其
政府指责旅居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
士费图拉·居伦和他领导的“居伦运
动”为幕后主谋，并一直要求美国将
居伦引渡回土耳其。未遂政变后的
调查和整肃行动目前仍在继续。

【烈士桥上举行集会】
15 日晚，埃尔多安与土耳其总理

比纳利·耶尔德勒姆出席了在伊斯坦
布尔博斯普鲁斯大桥上举行的盛大
集会，纪念事件中的遇难者。

在当晚的纪念活动中，集会区域
竖起 250 根灯柱，埃尔多安和耶

尔德勒姆与遇难者

亲属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举行了“民
族团结游行”。

埃尔多安为一个球形纪念碑揭
幕，上面镌刻着未遂政变遇难者的名
字。

埃 尔 多 安 说 ：“ 去 年 的 这 一
天 …… 一 场 叛 变 活 动 发 生 了 ……

‘ 7 · 15 ’政 变 不 是 土 耳 其 经 历 的
首 次 政 变 ，也 不 会 是 最 后 一
次 。”

他强调，恐怖组织仍会继续对土
耳其搞破坏，土方“非常清楚”谁是幕
后支持者。

之所以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举
行纪念活动，是因为去年 7 月 15 日
夜，这座大桥上首先爆发市民和政变
军人之间的冲突，先后导致 36 人丧
生，整个政变则造成近 250 人丧生。
为纪念在未遂军事政变中丧生的平
民，博斯普鲁斯大桥被命名为“七一
五烈士桥”。

【紧急状态再延期？】
去年 7 月 16 日凌晨，位于安卡拉

的土耳其议会大厦发生数次爆炸，议
长伊斯梅尔·卡赫拉曼当时表示，爆
炸致使几名警察受伤，但所有议员都
在议会大楼的避难区内。

为铭记这一事件，16 日深夜时
分，数万土耳其民众聚集在议会大厦
前，或高举国旗，或手持遇难者
遗像。埃尔多安则乘飞
机返回安卡拉，

于 16 日凌晨来到议会大厦门前，向
等待在那里的民众发表讲话。

他说，土耳其最高安全委员会将
于 17日讨论是否延长国家紧急状态。

埃尔多安还强调，他将毫不犹豫
地批准任何经由议会通过的旨在恢
复死刑的法案。

去年未遂政变发生几天后，埃尔
多安宣布在全国实施为期 3 个月的
紧急状态，目前，紧急状态已经延
长 3 次。埃尔多安今年 5 月表示，
除非土耳其恢复安宁，否则不会
取消紧急状态。

一年来，土耳其在全国范
围内展开大规模肃清反政府
势力的行动。迄今为止，已
有 5万多人被捕，超过 11万
人被开除公职，这些人大
多来自军警部队、司法、
情报等政府部门以及
学校。目前，与未遂
政 变 相 关 的 调 查
和 整 肃 行 动 仍
在继续。

据新华
社电

日本电信诈骗揭秘

新华社发

7 月 15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
行的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集会上，一
束光柱射向天空。

日前，一则35名日

本公民在中国涉嫌电信诈

骗被刑事拘留的新闻引起关

注。这些日本人为何跑到中

国实施电信诈骗？日本社

会的电信诈骗情况

如何？

退出《巴黎协定》
特朗普后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