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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警察遭袭击 五名警察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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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美国两日内连续发生两起警察枪杀
非裔事件，引发群情激愤，民众纷纷走上街头，7日晚间
在达拉斯市举行的抗议活动中也传出枪声，据报道，有四
名嫌疑人使用步枪同时向警察开枪，已经导致5名警察死
亡，6名警察和1名平民受伤。截至8日凌晨本报截稿，警方
与一名枪手在一处修车厂附近对峙交火。另外三人已被警
方拘捕。

达拉斯警察局布朗局长在市政厅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名嫌疑人与警方发生了交火，在谈话中未展示出配合的
意向。布朗称，警察遭到伏击，“狙击手的计划就是尽可
能多地伤害并杀死警察。”

达拉斯警方认为狙击手还可能提前布置了爆炸装置，
正在市内展开搜寻，这让这个全美第九大城市的中心地带
一度陷入瘫痪。

德克萨斯州州长雷格·艾伯特(Greg Abbott)呼吁人们，
在达拉斯枪击事件之后要记住“作为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
重要性”。   （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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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offi  cers fatally shot during police protest in downtown Da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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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晚，达拉斯警方与枪手在一处修车厂附近对峙交火。

Flooding kills more than 180 peopl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

More than 18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fl ooding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China following torrential 
rain, offi  cials say.Between 10cm and 50cm of rain 
has fallen in seven provinces, and storms stretching 
1,600km (1,000 miles) are sweeping across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At least 45 people are missing 
and 33 million are aff ected, offi  cials say. The rain has 
also washed away railway lines and shut down road 
networks. The dead included 23 people who were 
killed in a mudslide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eight 
who died in the city of Wuhan in Hubei Province 
when a section of a wall collapsed, state media said...

全国千县洪灾:186人死亡逾3000万人受
灾
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网站消息，截

至7月3日统计，内地已有26省（区、市）1192县
遭受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2942千公顷，受
灾人口3282万人，紧急转移148万人，因灾死亡
186人、失踪45人，倒塌房屋5.6万间，直接经济
损失约506亿元人民币。据悉，此次强降雨共造
成浙江、安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7省（
市）163个县687万人受灾，因灾死亡14人、失踪
8人，倒塌房屋0.9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710千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约91亿元。……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不建议起诉希拉里 
FBI局长遭到共和党严厉拷问
FBI Chief James Comey Grilled About 
Decision Not to Charge Hillary Clinton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
科米（James Comey）两天前宣布，不建议
美国司法部就“邮件门”事件起诉美国民主
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四（7月
7日），科米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听证会上遭到了愤
怒的共和党议员的长时间拷问。

科米5日宣布了针对希拉里“电邮门”
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没有证据证明希拉里·
克林顿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美国最高外交
官期间使用使用私人邮箱和私 人服务器处
理公务的行为是有意违反法律的，只是说明
她和她的高级助手在处理政府机密时“极度
草率”。美国司法部长林奇随后接受了科米
的建议，不对希拉里提 出任何指控，并且
结案。

周四，共和党议员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的听证会上，尖锐抨击科米的决定。他们质
问：调查员怎么能在发现希拉里利用私人邮
箱服务器接发113封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
然后在有一部认定“重大渎职”是犯罪的法
律的情况下，仍然得出不应该起诉的结论。

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杰
森·查菲茨(Jason Chaffetz)表示，FBI的
决定令人惊讶又混淆，“科米局长呈现出的
事实清楚指向希拉里违反，任何游走于法律
边缘的人，都应该要负起责任”。

在星期四听证会之前，查菲茨告诉
MSNBC：“我担心存在两个标准：你的名字
叫克林顿，或者你是有钱有权人，你就会享
受不同于其他人的另一套规则。”

他说：“因为根据局长提供的事实模
式，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根据法律你或许
就要带上手铐，或许会进监狱。”

但科米在周四的听证会上说，调查人员
的调查“与政治无关而且是专业的”。

本月晚些时候，希拉里与共和党总统参
选人川普，将分别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提名。随后，根据传统，作为可能的
下任美国总统，两人将开始收到高度机密的
国家安全简报。

但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
安呼吁国家情报总监克拉柏阻止希拉里·克
林顿收到国家安全简报。瑞安说，阻止她收
到情报信息“当然是适当的制裁”。

 (来源 www.bayvoice.net）

台北市一火車站發生
爆炸24人受傷

台灣台北市松山區的火車站，一列火車車廂於當
地時間周四（7日）晚上10點左右爆炸。目前共有18人
送往當地其他醫院治療。

事發時間約是在當地時間10點6分左右，一列台灣
鐵路局1258次北上區間列車，第六節車廂發生爆炸。
當場造成24人，有21人送往鄰近醫院進行治療。

台灣警政署長陳國恩表示，目前推測爆裂物是長
約20公分的巨型爆竹。爆炸威力巨大，許多乘客出現
了燒燙傷嚴重的症狀，甚至連頭髮都嚴重燒焦。台灣
交通部長賀陳旦也在現場指揮調度。

有在場目擊者表示，當下聽到2聲巨大聲響，隨後
出現煙霧，還有巨大火光。他甚至形容整起事件「有
如『八仙塵暴』般的恐怖」，傷患分別被送到六個不
同的醫院急救。

台灣警方目前已經鎖定一名疑似放置爆裂物的人
士，全力進行追查。據了解，爆裂物是被放置在車廂
上的行李架。目前朝向蓄意攻擊而非意外進行調查，
根據了解，車內不只一枚爆裂物。

從網路上流傳的照片看來，車廂在爆炸後一片漆
黑，玻璃全碎，座椅與地面都是白色的粉末。

由於台灣正逢颱風尼伯特侵襲，許多乘客乘著颱
風尚未侵襲台北市時趕緊回家，因此車廂也比往常擁
擠。 

Taipei Train Station 
Explosion Injured 24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