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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立法停发网约车牌照
网约车大幅增加加剧交通拥堵
美国纽约市议会 8 日通过一揽子法案，决定一年内停
发网约车新牌照，以限制网约车企业运营汽车数量。 法案
支持者认定，网约车数量大幅增加，加剧这座美国最大城
市交通拥堵；反对者说，限牌将妨碍居民借助网约车出行。

以“限”缓“堵”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
西奥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新法案有助于阻止路面上汽
车数量快速增加，“大量涌入
的车辆使我们的街道堵塞”。
他打算签署新法案，使它成
为法律。
可供轮椅上下的网约车
不在牌照停发之列。同时，新
法案提出，由纽约市出租车委
员会确定网约车司机最低工
资金额。这一委员会先前发布
一项报告，建议保证网约车司

美虐童嫌疑人
正训练“校园枪手”？

机时薪为 17.22美元。
类似提案 2015年交由
纽约市议会讨论，当时没有
通过。
路透社认定，新法案对
诸如优步、利夫特等网约车
企业而言不啻为“重击”。
纽约市出租车委员会的
数据显示，全市网约车数量
从 2015年的 1.26万辆迅速
增加至今年的 8万辆。同时，
大约 1.4万辆传统黄色出租
车在纽约市运营。

5 名受到在美国新墨西哥
州虐待 11 名未成年人指控的嫌
疑人 8 日再添“罪状”。检方提交
的法庭文件显示，他们正训练这
些少年儿童使用武器，以期在校
园制造枪击事件。
主要嫌疑人西拉杰·伊本·
瓦哈吉同时受到从佐治亚州绑
走亲生儿子阿卜杜勒 - 加尼的
指控。警方 6 日发现一具疑似失
踪男童的遗体，当天是阿卜杜勒
- 加尼 4 岁生日。

有“赞”有“批”

就新法案，纽约出租车司
机联盟代表 1.8万会员声言
赞赏，认定为出租车司机的
“胜利”。它发表声明：
“纽约是
这个国家把司机诉求写入立
法的首座城市”。
不过，优步、利夫特等网
约车企业对新法案颇为不
满。优步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 12个月内停发网约车新
牌照“无助于缓解拥堵”；利

夫特认定，新法案将使纽约
市民再次陷入“打车难”境
地，常用网约车的非洲裔、
拉丁美洲裔和远郊区居民受
影响大。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阿尔·沙普顿在社交媒体“推
特”写道：“ 他们在谈论给优
步限牌，大家知不知道黑人
在纽约市叫一辆黄色出租车
有多难？”

忧“近”虑“远”

纽约是优步公司在美国
境内最大市场，也是全美首座
以立法方式“限牌”的城市。
近年来，全美网约车企
业运营汽车数量快速增加，
一定程度上触发拥堵等难
题。多项调查显示，网约车正
把人们“拽出”公共交通系统
并“塞进”汽车。
作为全美第一大和第二
大网约车企业，优步、利夫特
高级管理人员上月出席一场
技术论坛，均提到要拓宽服

务范围、降低人们对汽车的
依赖。
这两家企业先前分别收
购一家共享单车企业，同时
有意扩大“拼车”服务。
优步公司一名发言人 8
日说，优步将尽力满足用户不
断增长的需求，同时与纽约
市、纽约州政府协作，让立法
机构通过“真正”的拥堵解决
方案，如对进入纽约中心城区
最繁华地段曼哈顿的车辆收
“拥堵费”。
据新华社

是易让人绊倒的障碍物、竖起的
带钉子的木头、碎玻璃、瓶子和壕
沟”。检察官蒂莫西·哈森要求全
路透社 8日报道，瓦哈吉去年
部嫌疑人不准保释。
12月从佐治亚州家中绑走自己的
然而，被告的公设辩护人亚
儿子，促使美国警方展开全国搜
历山大·哈斯蒂奇认为，相关指认
捕，3日突击搜查位于新墨西哥州
缺乏证据，他相信检方无法确保
小镇阿马利亚一处简陋的院子。
养父母的证词可信。
11名年龄 1岁至 15岁的少
瓦哈吉同时受到从佐治亚州
年儿童获救；他们当时衣衫褴褛，
琼斯伯勒家中掳走亲生儿子的指
似乎数天没有进食。警方已将他
控。佐治亚州警方发出的逮捕令
们置于保护性监管。
显示，39岁的瓦哈吉告诉男童生
瓦哈吉和名为卢卡斯·莫顿的
母，他需要给孩子“驱魔”，之后便
男子以及 3名女性被捕，面临 11
带着儿子一去不返。
项虐待儿童重罪指控。5名被告在
孩子的生母说，阿卜杜勒 8日的传讯中均辩称无罪。警方推
加尼出生时因缺氧和供血不足留
断，3名女性为 11名未成年人的
下后遗症，无法行走，认知迟缓，
母亲。其中两名女性姓瓦哈吉。 枪手
需要密切照看。
阿马利亚镇位于新墨西哥州
法新社报道，警方在救出 11
与科罗拉多州交界地带。院子位
检方 8日提交的法庭文件包 名少年儿童的首次行动中未发现
置偏远，肮脏破败、缺水缺电，院 含一名获救儿童养父母的证词， 阿卜杜勒 -加尼的行踪。他们审
中只有一些小型拖挂房车。
说瓦哈吉等嫌疑人“训练这个孩 问嫌疑人，再次搜查定居点时发
美联社报道，莫顿在院子附 子使用突击步枪，为今后的校园 现一具男童遗体。
近拥有大片土地，但嫌疑人选择 枪击做准备”。霍格雷夫说，警方
霍格雷夫说，警方 6日发现
在其他人的土地上建起院子。住 在院子内发现射击训练器具和突 遗体，
“就在阿卜杜勒 4岁生日当
在附近的 41岁汽车修理工泰 击步枪等武器。
天”。遗体身份正在确认中。
勒·安德森说，嫌疑人去年 12月
法庭文件显示，院子内“到处
据新华社
虐待

来到阿马利亚，当时他们手头宽
裕，足够买食物和建筑材料。安德
森帮忙安装过太阳能面板，此后
逐渐不再往来。
安德森在警方搜查后进入院
子，对这里数月来发生的变化“目
瞪口呆”。
阿马利亚镇所属陶斯县的治
安官杰里·霍格雷夫上周末将嫌
疑人称为“极端分子”，但 7日拒
绝向媒体记者解释作此称呼的原
因。霍格雷夫说，佐治亚州探员向
他发送的一则短信促使陶斯县警
方搜查这个院子。
短信来自第三方，内容是：
“我们快饿死了，需要食物和水”。

携手光学科技 追寻理想之路
——
—奥林巴斯光学科技巡礼登陆京城
8 月 3 日至 5 日，“理想
之路 与光同行”2018 奥林巴
斯光学科技巡礼北京站正式举
行。在三天的巡礼活动中，人们
与神秘的光学科技亲密接触，
在密室主题造景中感受奥林巴
斯的悠久历史， 观摩奥林巴斯
在医疗、映像、科学三大事业领
域的先进产品， 体会到前沿光
学技术帮助实现世界人民的健
康、安心和幸福生活。

本次奥林巴斯光学科技巡
礼活动主题为“理想之路，与光
同行”，向市民展示光学科技的
不断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的改
变。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品牌战略本部副总监丁
莹女士介绍，作为一家以光学科

奥林巴斯光学巡礼北京站

技起家的企业，奥林巴斯明年将
迎来成立 100周年。在多年的发
展历程中，奥林巴斯确立了“实
现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心和幸福
生活”的企业使命，而光学核心
技术也是奥林巴斯的理想之路，
奥林巴斯希望用光引领大家实
现理想，因此确定了“理想之路，
与光同行”作为巡礼主题。通过

多年来奥林巴斯在光学上的不
断努力，以及对社会所做出的贡
献，当市民们穿越体验三大领域
主题密室、进入区域展台的时
候，就好像看到了在奥林巴斯的
不懈努力下光学科技的发展，用
光给人类的生活带来诸多变化。
在奥林巴斯光学科技巡礼
现场，“ 健康守护”“ 幸福时光”
“安心生活”为主题的三个黑暗
密室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丁莹女
士讲解到：“ 三个密室分别对应
奥林巴斯专注的医疗、映像、科
学三大事业领域，希望通过这三
个领域，让人们对奥林巴斯品牌
有更多认知，了解到奥林巴斯为
人类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比如使
用内窥镜等先进的医疗设备帮

助人类发现病灶，在减少痛苦的
情况下解决很多健康问题；使用
相机记录生活中的幸福点滴；使
用奥林巴斯的显微镜、工业内窥
镜及成分测定仪等产品，帮助大
家在生活中更安全、更加安心。
通过三大领域的展示，市民们能
够了解奥林巴斯三大事业领域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品
牌战略本部副总监丁莹女士接受提问

能够在哪方面为大家的生活做
出贡献，让公众对奥林巴斯拥有
更具象地了解。”
在谈到未来的活动计划时，
丁莹女士表示：
“光学巡礼已经开
展了 5年，在全国做过 18场活
动。在北京站活动之后，奥林巴斯
将会来到广州、上海等更多的城
市，以全新的展示形式让公众感
受到光学科技的无穷魅力。”
通过参加本次活动，我们能
够了解到奥林巴斯在近百年的
发展过程中，通过先进的光学科
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让大家拥
抱更健康、安全及幸福的生活。
未来，奥林巴斯还将继续秉承企
业使命，携手人类与光同行，共
同追寻理想之路。 （李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