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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机场袭击者是警方“常客”
曾因持枪抢劫坐牢 服刑期间被极端化
法国检方近
日说，初步调查
显 示 ， 18 日 早 晨
在 巴 黎 郊 区 93
省和巴黎奥利
机场袭击警察
和值勤军人的
男子是名惯犯，
是警方和情报部
门 的“老 熟 人 ” ，
可能是在入狱期
间被极端主义思
想洗脑。

乐天老板受审

服刑期间被极端化

巴黎检察官弗朗索瓦·莫
兰说，这名已被击毙的袭击者
名为泽耶德·本·贝勒卡西姆，
现年 39岁，出生于巴黎，居住
在巴黎北郊。贝勒卡西姆有多
项犯罪前科，罪名包括持枪抢

劫、走私毒品和偷窃。他 2001
年因持枪抢劫被判坐牢 5年，
2009年又因贩毒被判 5年监
禁。莫兰说，有迹象显示，贝勒
卡西姆 2011年至 2012年入
狱服刑期间被极端化。2015

年，警方以涉嫌与极端组织有
关为名搜查了贝勒卡西姆的住
所，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莫兰
说，与其他“土生土长”的极端
分子不同，贝勒卡西姆貌似没
有出国与极端组织接触过。

辛东彬接受采访时遭人扔纸攻击。

韩国司法界消息人士透露，
首尔一家法院开始审理乐天集
团会长辛东彬及其家人所涉的
一系列案件，首场听证会于 20
日举行。此外，乐天集团免税店
业务负责人因牵涉前总统朴槿
惠“亲信干政”案，19日被首尔
检方问询。

邻居：他是恶魔

另一名邻居哈蒂杰则说：
在贝勒卡西姆的邻居们口
中，他是一个表情严肃、独来独 “有时候我们在电梯里碰到。他
往的人，邻居们对他的事几乎 经常穿运动服，他有一张可怕
不了解。一名名为哈米德的邻 的脸，真是一个恶魔。”
贝勒卡西姆的父亲和两
居后知后觉地说：“我最后一次
见到他是 3天前，他当时一脸 名兄弟被拘留接受调查，前
决然，好像是铁了心要跟家人 者 19日获释。贝勒卡西姆的
父亲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
或同事打一架。”

己的儿子“绝不可能”是恐怖
分子。
他说，贝勒卡西姆喝酒，也
不做礼拜，他做蠢事是受“酒精
和大麻的影响”。警方正进行尸
检，以确定他行凶前是否喝酒
或吸毒。警方在他家中搜查时
发现可卡因。

被控多项罪名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针对
乐天集团家族成员的首场听证
会于当地时间 20日 14时在首
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参加听证
会的除了乐天集团实际掌权人、
会长辛东彬，还包括他的长兄辛
东主以及他们的父亲、乐天集团
创始人辛格浩。
检方认定，上述三人涉嫌犯
有挪用公款、逃税等罪名。其中，
辛东彬被控在乐天集团子公司
内部操纵一系列“黑幕”，包括利
用职权让其家族成员成为乐天
在日本或韩国子公司的“挂名”
董事并向他们支付高额薪资。检
察官怀疑，经辛东彬之手运作的
非法资金总额或高达 1700亿
韩元（约合 10亿元人民币）。
辛格浩涉嫌逃避数以千亿
韩元计的赠与税，其长子辛东主
则被控从乐天集团领取了 400
亿韩元（约合 2.4亿元人民币）
的非法薪资。
此前，辛格浩的第三任夫人

去机场前进酒吧

调查人员 18日厘清了贝
勒卡西姆当天作案的始末。当

地时间 6时 55分左右，贝勒卡
西姆在巴黎郊区 93省向要求
他停车接受检查的执勤警察开
枪，导致一名警察受轻伤，而后
逃走。
他逃到距离奥利机场 10
公里的一处酒吧，言语威胁那
里的顾客并开枪，但没有造成
人员受伤。贝勒卡西姆之后驾
驶一辆抢劫来的汽车来到奥利
机场南航站楼，袭击一名女性
执勤军人并企图抢夺她的武
器。
贝勒卡西姆一度用一支 9
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抵住这名

女军人的太阳穴，与其他军人
对峙。女军人在与贝勒卡西姆
扭打的过程中成功挣脱倒地，
她的同事获得机会开枪将贝勒
卡西姆击毙。警方随后在他的
背包中发现一个汽油罐。
奥利机场 18日发生袭击
军人事件后，警方一度封锁机
场。机场管理方提供的数据显
示，当天，奥利机场有 178个
航班被取消，34架班机临时改
降巴黎戴高乐机场或巴黎博韦
机场，数千名乘客的出行受到
影响。奥利机场 19日恢复正
常运营。
据新华社

开春有礼——
—“洋葱泡红酒”春季特惠，每瓶不到 25元！

洋葱干红
4
瓶仅需
99
“洋葱泡红酒”的方法风靡全国，可很 到先得，售完

多人在家泡制时，遇到了麻烦，例如掌握
不好洋葱与红酒的比例，又缺乏专业的灭
菌条件，十有八九泡不好，到头来反倒浪
费了几瓶上好的红酒。
斯普瑞酒业十年研制，推出洋葱干红
山葡萄酒。每一滴都产于长白山麓北纬
41°，精选长白山山葡萄、东北洋葱，并特
别添加薤白、人参皂苷等成分！
好消息！洋葱干红，春季特惠！即日起
至 3 月 28 日，原价 476 元，4 瓶洋葱干红
山葡萄酒特惠礼包，现在仅需 99 元！无论
是自己喝还是礼赠亲友都是上佳之选，订
购热线：400-799-9892。
读者悉知：全国限量秒杀 500 组，先

为老服务专栏

人参粉好不好？吃过的人都心照不宣
人参粉划不划算？1桶能装 300多粒胶囊

元

吉林敖东

J I L IN A O D O N G

（规格：100g/ 桶 赠品同卖品）

前 50名打进电话还有特别惊喜！

：400-799-9892

订购
热线

本版由北京盛世互赢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牵涉权钱交易

首尔法院即将开审此案之
际，乐天集团一名高管因牵涉前
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 19日
被检方问询。
乐天免税店负责人张善旭
当天出现在首尔中央地方检察
院，就乐天集团涉嫌权钱交易接
受问询。检方怀疑，乐天集团向
朴槿惠的好友崔序元（原名崔顺
实）控制的两家基金会捐款 45
亿韩元 （约合 2753万元人民
币），以换取在首尔市区的免税
店经营权。
此前一天，SK集团会长崔
泰源也因牵涉“亲信干政”案被
问询。乐天集团最早由旅日韩侨
辛格浩在日本创立。1965年韩
日邦交正常化后，辛格浩于
1967年在韩国成立乐天制果公
司，逐渐壮大为今天的韩国乐天
集团。2015年，辛东主和辛东彬
为争夺继承权掀起内讧，致使辛
氏家族分裂为两派，分别支持辛
东主和辛东彬执掌这一庞大的
商业帝国。乐天集团两兄弟的权
斗当时连日占据韩国媒体头条，
引发民众反感。 据新华社

人参粉纯不纯？超细微打粉，无任何添加
人参粉该不该买？敖东大品牌才信赖，特价直供千万别错过

元/桶
7
9
部门权威授权使用该专用标识。 养生达人都在吃，但很多人有不

人参粉

即止！（正规发
票，安全快递，
货 到 付 款 ，破
损包赔。）

●每瓶不到
25元 规格：375ml / 瓶
南京优品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徐美敬和女儿辛英子已因逃税
等罪名被起诉。今年 1月，辛英
子被判 3年监禁。这也是韩国司
法部门首次对乐天集团家族成
员作出判决。

敖东出品 品质信赖
吉林敖东 1996 年上市，据
吉林敖东 2015 年报指出：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总资产超 198
亿元。作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
—“吉林长白山人参”名
扬四海，但市场上良莠不齐，真
假难辨。吉林敖东被国家质检
更多登陆 www.ljlaonian.com

低至

敖东牌人参粉选用长白山地区
原始森林纯正人参，品质实打
实，消费者有口皆碑。
真划算，1桶相当 350粒
正宗长白山人参打粉，细
腻、纯正、无添加、无杂质，人参
粉香气浓郁，可弥漫而开。
通过敖东专业研磨打粉技术
而成的超细微人参粉，人体吸收
率大大提高，每天 3 克即能满足
人体所需。您可以开水冲泡，也可
以装进胶囊吞服，1 桶人参纯粉
可以装下 350 粒左右的胶囊哦！
敖东人参粉，仅合 79元 / 桶
长白山人参斐声全球，很多

少困惑：一来，消费者想吃到货
真价实的正品；二来，消费者渴
望买到优惠划算的优品。
今天，您有福啦！吉林敖东出
品，长白山人参粉感恩活动正在
进行！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原价
298 元 / 桶，今天订购，只需 198
元 / 桶，买 2 桶送 1 桶、买 3 桶送
2 桶、
买 5 桶送 5 桶吃一年！另有
双人一年套餐每桶仅合 79 元。

——
—订购热线——
—

400-670-5615
吉林敖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广告刊登热线：13031104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