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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瑞安航空
公司在广告中打出了法国总统萨
科齐和女友卡拉·布吕尼在一起的
画面。法国总统府发言人 ２８ 日
说，
这一广告“不可接受”。
瑞安航空公司刊登在 《巴黎
人报》上的广告显示，萨科齐和布
吕尼微笑着，
布吕尼身边的广告语
写道：
“通过瑞安，我全家人都能
参加我的婚礼。”
法国总统府发言人戴维·马丁
农说，
这则广告不可接受，
总统府正
在寻求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解决。
遭到总统府批评后，瑞安航空
公司承认未经授权使用了这张照
片，
对冒犯萨科齐表达了歉意。但这
家公司法国市场部经理格拉松辩解
说，
广告中，
萨科齐与布吕尼的形象
正面，
公司无意取笑他们。这则广告
甚至能帮萨科齐树立亲民形象。
格拉松说，法国总统府迄今还
未就此事与公司联系。
萨科齐去年 １０ 月离婚，成为
第一个在职时离婚的法国总统。这
之后，
他与新女友布吕尼高调出现
在多个重要场合，
引起了人们的极
大兴趣。两人的故事现在是各国媒
体热炒题材之一。人们也纷纷猜测
他们什么时候能喜结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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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检 察 机 构 ２８ 日 正 式 起
诉涉嫌大规模违规交易的前法
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热罗姆·凯 维
埃尔。
正当法国兴业银行为凯维埃
尔一案焦头烂额时，这家银行 ２８
日再曝丑闻。近百名股东起诉银行
监事会一名成员涉嫌内幕交易。调
查文件显示，这名成员在凯维埃尔
东窗事发 ９ 天前，大量抛售法国兴
业银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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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维埃尔的律师伊丽莎白·梅
耶尔 ２８ 日证实，法国检察部门当
日已起诉凯维埃尔，罪名为违反信
托约定、伪造和使用伪造文件和盗
用他人电脑账户密码。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让—克洛
德·马林当日早些时候说，检察机
构还提出以罪名更重的欺诈罪起
诉凯维埃尔。但这一要求遭法官拒
绝。如果欺诈罪名成立，凯维埃尔
将面临最高 ７ 年监禁和 ７５ 万欧元
（约合 １１０ 万美元）罚款。
马林说，经两天问讯，凯维埃
尔承认“以一些行为掩盖”他的违
规交易事实，目的是想借这些交易
一举成名。
凯维埃尔供认，他的违规交易
行为始于 ２００５ 年底。他还说，其他
一些交易员也在用同样方法行事，
只是交易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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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前景将更糟。

凯维埃尔想出名，而现在他也
算如愿以偿。他如今已是全球知名
人物，只不过他个人、银行乃至全
球金融市场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
价。
由于这些代价，法国兴业银行
负责人把凯维埃尔称作 “骗子”、
“恐怖分子”，一些媒体把凯维埃
尔叫做“流氓”交易员。但法新社
说，在法国不少业内人士和普通人
眼中，凯维埃尔成为另类“英雄”，
以极端方式揭露当今金融系统内
弥漫的贪欲。
“他是这个体系的产物，这个
体系怂恿人们为追求高额利润铤
而走险，” 巴黎 ２９ 岁的办公室职
员福涅尔说，
“在这个体系中，
他的
行为逐渐失控，走向极端。但他帮
我们认清了现实。”
在巴黎街头的一次民调结果显
示，
不少法国人与福涅尔有同感。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穆
瓦西说，一些人对凯维埃尔心存同
情，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一种不公，
“富人总能为所欲为，而普通职员
总被拿来垫背”。
业内专家对“英雄”的定义还
有另一种解释。一些经济学家说，
如果没有凯维埃尔一案给全球股
市动荡推波助澜，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不会紧急大幅降息，届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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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日的另一则消息让法国兴
业银行雪上加霜。
律师弗雷德里克－ 卡雷尔·卡
诺耶当日说，近百名股东已提出起
诉，状告法国兴业银行监事会一名
成员涉嫌内幕交易和操控股价。
法国金融市场监管机构 Ａ Ｍ Ｆ
公布的调查文件显示，法国兴业银
行监事会成员罗伯特·Ａ·戴今年 １
月 ９ 日抛售当时市值约 ８５７０ 万欧
元的法国兴业银行股票。与戴有关
联的两家基金次日抛售当时市值
约 ９６０ 万欧元的银行股票。
戴做出这些交易的时候，法国
兴 业 银 行 价 格 为 每 股 ９５． ２７ 欧
元。而这家银行的股价 ２８ 日上午
暴跌至每股 ６８． ６７ 欧元左右。
戴大量抛售公司股票的时间
距凯维埃尔东窗事发大概隔了八
九天。法国兴业银行 ２７ 日公布的
报告说，银行管理人员 １８ 日意识
到凯维埃尔的违规交易，这缘于他
们“数天前”开始的对一家大银行
客户历史交易的调查。
戴现年 ６５ 岁，是美国洛杉矶
投资公司 Ｔ Ｃ Ｗ 的创始人。Ｔ Ｃ Ｗ
公司现附属于法国兴业银行的资
产管理集团，它的业务与次级抵押
贷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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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美国政
府于本周一称，每年大约有 ７０００
名儿童因为使用咳嗽和感冒药出
现不良反应，
被送入医院急救。这
已成为美国重大问题之一。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发言人
表示，因药物反应需急救的儿童
中，
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是由于在没
有医生指导 的 情 况 下 服 药 。 然
而，
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儿童却是在
家长按正确的剂量给其服用药物
的情况下产生过敏反应或者其他
问题。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对此进行
了调查研究，
研究包括了非处方药
和处方药，同时收集了美国 ６３ 所
医院 １１ 岁以及 １１ 岁以下儿童的
病例报告。疾病防治中心的工作人
员表示，研究发现因用药致病的儿
童年龄分布主要是 ２ 到 ６ 岁。在
这 ７０００ 多名儿童中，有 １６００ 名
是 ２ 岁以下的。因为这些急救病
例中没有出现特别的症状，研究员
们没有持续关注其后续情况，因此
他们并不清楚有多少儿童因药物
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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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警方连日在德里市附近古
尔冈城一座三层私人诊所展开搜
查。他们发现，
这座小楼掩藏着滔天
罪恶：数百名穷人的肾脏在这里被
非法取出，
然后几经倒手卖往国外，
供需方已形成庞大地下交易网。
警方认定，案件核心人物是一
个名为阿米特·库马尔的印度医
生。他行踪诡秘，狡猾残忍，被印
度媒体称为“恐怖医师”。
警方说，
库马尔团伙惯用的作
案手法是，
被派出的中介人以高待
遇工作为诱饵，与一些穷人接触后
将他们骗至诊所。库马尔等人随后
对这些人威逼利诱，强迫他们捐
肾。主动捐肾者将得到 ５ 万至 １０
万印度卢比 （约合 １２５０ 至 ２５００
美元）的报酬。而那些拒绝捐肾者
则会被注射迷药，
强行取肾。
据警方估计，数年来，至少
５００ 人的肾脏被库马尔团伙以这
种方式非法取出。
库马尔把得到的肾脏通过黑
市高价销往美国、
加拿大、希腊、
沙
特阿拉伯等国，或卖给前来买肾的
外国人，所获收益是先前支付金额
的 ２５ 至 ３０ 倍。
掌握足够证据后，古尔冈警方
上周发动突袭，一举捣毁了这个
“黑诊所”，
抓获一名涉案医生、一
名司机和 ３ 名中间人。库马尔在警
方动手前已潜逃，
去向不明。古尔
冈警察部门认为，
库马尔借助海外
关系，
可能已持假护照逃往国外。
印度警方准备请求国际刑警
组织援助，申请发布 “红色通缉
令”，
以尽快捉拿库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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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 《每日新闻》２９ 日报
道，日本枥木县栽培草莓的部分农
户随意解雇在那里研修的中国研
究生，
且拖欠巨额工资高达 ３３０ 万
元人民币。
《每日新闻》援引有关方面负
责人的谈话说，
２００５ 年春天，中国
山东省和黑龙江省的 １５ 名研修生
来到枥木县都贺町、芳贺町等地研
修栽培草莓。按计划，他们研修 １
年后，从今年 ２ 月份到 ７ 家种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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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的农户工作 ２ 年。但是，去年 １２
月 ９ 日，一家叫做“长莓园”的农
户以草莓收成不好为由，解雇了在
这里研修的 ５ 名中国研修生，并在
保安人员的“陪同”下，将他们带
到成田国际机场强迫他们回国。这
５ 名中国研修生与位于东京都台
东区的支援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
生的“全统一劳动工会”取得联系
并得到他们的保护。当天，在另外
６ 家农户研修的 １０ 名中国研修生

也来到了“全统一劳动工会”。
报道说，这几家农户至今只将
每小时的加班费 ５００ 日元发给了
中国研修生，远远低于该县规定的
最低加班费 ６７０ 日元。“全统一劳
动工会” 要求枥木县 ７ 家农户将
未付的工资如数付给中国研修生，
并要求他们撤销解雇。对此，
“长
莓园”承认强迫中国研修生回国是
“做得太过分了”，
但认为“解雇他
们没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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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澳大利亚移民考试的人不
仅要了解澳国旗、
首都等基本常识，
还要知道谁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板
球明星。不少人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
这种题目难为应试者，不应作为考
查重点。但澳总理陆克文 ２９ 日表
示，有关板球明星的问题不会在移
民考试试题审核中“出局”。
!!"#$%&'()
澳移民考试中有一道问题要
求应试者选出谁是澳大利亚历史
上最伟大的板球明星，有 ３ 个备选
答案：唐纳德·布拉德曼、休伯特·
奥珀曼和沃尔特·林德勒姆。
正确答案是布拉德曼。他是澳
大利亚上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
的板球明星。奥珀曼和林德勒姆分
别是自行车运动员和台球运动员。
澳大利亚公民自由组织负责
人克里斯廷·克卢格曼认为，这类
问题“太偏”，对于那些每天为生

计奔波的移民，
“板球不是重点”。
一些澳工党人士透露，前总理
霍华德是这道问题的出题者。澳移
民部长克里斯·埃文斯说，
现有的移
民考试试题过于侧重体育知识，以
及“霍华德的怀旧之情”，
“我不认
为这些体育琐事真有那么重要”。
不过，陆克文 ２９ 日说，有关部
门不会删除这道板球明星的问题。
!*+,-.&/01
在一片质疑声中，移民部长埃
文斯 ２９ 日审核了现有移民考试问
题，删掉其中貌似故意难为应试者
的问题，以保证考试公正性。“我
们要做更多工作，确保问题合理
性，不在无意中给希望成为澳大利
亚公民的人设置障碍，
”他说。
他还认为，与体育知识相比，
应试者对民主、妇女权利和公民自
由的理解更加重要。
埃文斯透露，移民部今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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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推出移民考试新试题。
!,-2345678
澳大利亚去年 １０ 月正式启动
移民考试。问题包括：澳大利亚的
国旗颜色、政府构成、国家首都、国
徽上的动物等。题目形式主要是选
择题和判断题。
移民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 １０ 月至 １２ 月，共有 ９０４３ 人
参加考试，通过率为 ９３％。
其中，
来自苏丹、
阿富汗和伊拉
克的应试者不及格率较高，分别是
２９．６％、
２４．９％和 １６％。来自南非、
印度和菲律宾的应试者不及格率最
低，
分别是 ０．９％、
１％和 １．９％。
从应试者性质来看，技术移民
通过率最高，
达到 ９７％，
家庭移民为
９０％，
而难民的通过率仅有 ８０％。
澳大利亚每年接受大约 １４ 万
新移民，
其中 １．３ 万是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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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还说，每年冬天到第二年
春天是草莓的收获季节，中国研修
生每天 ５ 点起床摘草莓包装，一直
要干到晚上 １０ 点，星期六、日也不
让休息，理由是“日本农家没有休
息天”。
枥木县的“枥园会”理事长表
示，中国研修生在那里干活都很认
真，
“不应该让优秀的研修生们回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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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D（记者 EF ）记者昨
晚获悉，
《中俄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
水协定》昨天在京签署。俄罗斯自然
资源部部长特鲁特涅夫昨晚在北京
会见中外媒体时表示，
协定签署后，
双方将加强在水资源保护的合作。
两年来，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
松花江
水质提高两倍，
比以往还要好。
特鲁特涅夫透露，该协定主要
就中俄跨界水利用和保护的范围、
合
作内容及合作机制等方面作出规定，
为今后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
法律基础。他说，
“如遇到突发情况
一方要及时向对方发出警报。”
特鲁特涅夫说，准备这个协议
文本双方用了三个月时间，其间对
两国跨界水域进行了考察。考察发
现，经过中俄双方共同努力，松花
江水质比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发
生污染事件时提高了两倍，甚至好
过污染事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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