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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殺章瑩穎 控方促判死
被告下月量刑 須陪審團達成一致意見

內地疫苗法草案加辣 料本周通過立法

案情回顧
2017年

6月9日，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
檳分校（UIUC）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在
與嫌犯布倫特·克里斯滕森交談幾分鐘後
登上了他的車，自此失聯。

6月30日，根據電話監聽結果，美國
FBI以涉嫌綁架和殺害章瑩穎逮捕了27
歲的UIUC助教克里斯滕森；FBI表示，
相信章瑩穎已經死亡。

7月20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聯邦法院正
式以涉嫌綁架章瑩穎的罪名起訴克里斯
滕森。克里斯滕森否認指控，並表示自
己正在服用鎮靜劑。

10月3日，美國聯邦大陪審團對嫌犯
追加起訴罪名，以綁架致死以及兩項虛
假陳述共三項罪名重新起訴克里斯滕
森。

2018年

1月19日，美國聯邦檢察官向法院提交
通知材料，對克里斯滕森提出死刑罪名
指控，並宣佈懷疑克里斯滕森參與了另
一宗性侵案。

1月初，被告辯護方對聯邦法院管轄權提
出異議，若管轄權爭議成立，被告不可
被判死。

2月12日，法院對克里斯滕森的審判被
推遲至2019年4月2日。

2019年

2月28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聯邦法官沙
迪裁定，將案件推遲到6月3日再審。

6月11日，經過多日篩選，由7男5女組
成的陪審團名單最終確定。

6月12日，檢方披露嫌犯作案細節，辯方
律師首次承認嫌犯應為章的死亡負責。

6月25日，美國伊利諾伊州中部地區聯
邦法院陪審團24日裁定，克里斯滕森綁
架和謀殺罪名成立。案件審理將進入量
刑階段，他將面臨終身監禁或死刑。

■整理：香港文匯報編輯部

據伊利諾伊州媒體《新聞公報》報
道，當日下午2時許，在美國伊利諾

伊州皮奧里亞聯邦法庭，12人陪審團達成
一致意見並宣佈，布倫特·克里斯滕森面
臨的綁架謀殺罪、向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人員提供虛假陳詞的兩項罪名共
三項指控，全部罪名成立。這是陪審團經
過9天的審理、聽取35名證人的證詞、2
小時的審議而最終裁定的結果。

檢察官：冷血殺人經周密計劃
當日上午，控辯雙方進行了結案陳詞。
美國助理檢察官尤金·米勒代表檢方向
陪審團指出，這是一個關於尋找章瑩穎的
案子。「唯有一人知道她的下落，他就坐
在那里，他是克里斯滕森」。被告當日着
藍色襯衫出庭。
米勒表示，2016年12月，被告酒後告

訴妻子，他對連環殺手感興趣；2017年3
月，他告訴伊利諾伊大學心理諮詢中心的

一名實習生，他制定了謀殺計劃，但決
定放棄；同年6月的一個周末，當被告的
妻子離開家後，他照計劃實施了犯罪。

扮警察誘拐隨機殺人
米勒指出，案發當日，被告假裝成警

察，上午試圖搭載一名女子未果，下午
搭載章瑩穎後，對其進行綁架並致其死
亡。之後，被告對其公寓、車輛進行了
大量的清潔工作。據其妻子的說法，他
是從不做清潔的。
米勒表示，證據顯示，在其公寓內，

章瑩穎的血液從牆面流至地毯上，浸入地
毯下的釘帶。執法人員的DNA血液樣本
即從這些地方取得。
米勒強調，克里斯滕森「已經計劃和幻

想這一時刻好幾個月」，「這不是一種衝
動的醉酒行為」，「被告完全知道自己在
做什麼，他非常冷血，這些犯罪經過了周
密的計劃」，「這一切都是為了殺人」。

辯方律師伊麗莎白·波洛克的結案陳詞
約10分鐘。她表示，「這是布倫特的
錯」。不過，她一再向陪審團強調，不要
讓情緒超越事實。她說，被告酗酒，思想
黑暗，但無法得到幫助，他曾對諮詢中心
表示，「我不想成為這個人」。

死者母：願望永遠是找到瑩穎
待宣判結束後，章瑩穎家人走出庭外，

接受媒體採訪。
章瑩穎的父親說，「兩年來，我們每天
都想念着瑩穎。直到今天，我們也無法想
像如何在沒有她的情況下度過餘生，言語
無法描述我們的痛苦和煎熬。我們希望並
且相信審判最終會為瑩穎和我們帶來正
義。我們的願望永遠都是找到瑩穎，帶她
回家。我們不會放棄。」章瑩穎的母親失
聲痛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案被告布倫特·
克里斯滕森於24日被判謀殺罪名成立。據當地媒體WTTW（芝加哥

公共廣播電視公司）網站報道，該案量刑階段將於7月8日開始。由

於該案檢方尋求判處被告死刑，陪審團必須再次達成一致意見，決定

案件是否適用死刑。如有一人持不同意見，被告將不會被處以死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備受關注的中國疫苗管理法草案，昨
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
上進行第三次審議。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
委員會認為，草案三審稿完善了疫苗委託
生產的條件和審批、有關信息公開等規
定，加大了對疫苗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
已比較成熟，建議提請本次常委會會議審
議通過。這意味着，中國第一部疫苗法，

有望在本周內完成立法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疫苗管理法審議過

程中，海南曝出售賣假HPV宮頸癌疫苗
的惡劣案件，令輿論一片譁然。社會各界
呼喚「重典治亂」的意見被採納，在草案
審議中，針對疫苗違法生產、銷售的懲罰
力度不斷加大，可謂三審三加碼。

三審稿大幅提高處罰

草案三審稿對生產、銷售的疫苗屬於假
藥、劣藥等違法行為，加大對責任單位及
責任人員的罰款處罰力度。規定生產、銷
售的疫苗屬於假藥的，並處違法生產、銷
售疫苗貨值金額15倍以上50倍以下的罰
款，與草案二審稿規定的「15倍以上30
倍以下」處罰，有較大幅度提高。生產、
銷售的疫苗屬於劣藥的，草案三審稿規定
並處違法生產、銷售疫苗貨值金額10倍

以上30倍以下的罰款，與草案二審稿規
定的「10倍以上20倍以下」處罰相比，
也有提高。
據官方媒體報道，在三審稿草案的審議

中，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還建議作
出多項修改，包括明確違反本法規定，構
成犯罪的，依法從重追究刑事責任；對有
嚴重違法行為的責任人員，增加規定行政
拘留等。

■■章瑩穎案疑犯克里斯滕森被控謀殺罪成章瑩穎案疑犯克里斯滕森被控謀殺罪成
立立，，章瑩穎遺體至今失蹤章瑩穎遺體至今失蹤。。圖為章母聞判圖為章母聞判
後在庭外失聲痛哭後在庭外失聲痛哭。。 新華社新華社

「金門人沒有不贊成的」

福建積極推進與金馬小四通
堅持「民生優先」理念 力降金門馬祖同胞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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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詳情
通水：

福建-金門：建設第二水源地，建設
晉江龍湖水庫與虺湖聯通工程。

福建-馬祖：提升福州黃岐鎮水廠供
水能力，可向馬祖供水船運每天
1,000噸；啟動建設連江官嶺至黃岐
輸水管道。

通電：

福建-金門：採用柔直性直流輸電系
統。從廈門翔安的220千伏變電站
引出經換流後通過海纜與金門實現
聯網。

福建-馬祖：採用柔直性直流輸電系
統。從福州連江的220千伏變電站
引出經換流後通過海纜與馬祖實現
聯網。

通氣：

福建-金門、馬祖：採用「先船運後
管道」方式推動供應天然氣。

通橋：

福建-金門、馬祖：做好廈金大橋-
福州連江至馬祖通橋的可行性研
究，同步做好與省內高速、鐵路等
接項工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福建省上月出台《關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
發展新路的實施意見》（簡稱「42條實

施意見」）。

繼續深化兩岸交流合作
根據福建省台港澳辦副主任鄭一賢的解讀，
再次出台的「42條」與去年六月福建推出的
「66條實施意見」都與中央的「31條」一脈
相承，目的都是為了繼續深化兩岸經濟文化的
交流與合作，解決台商台胞生活學習需求。
針對外界關注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福建與
金門、馬祖「小四通」事項進展部分，江智光
表示福建方面不僅建立了工作機制，形成了初
步方案，還對具體工作進行了推進。他表示，
「42條實施意見」在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項目
建設以及建立「小四通」商談機制等均進行了
部署，堅持「遠近結合、先易後難、民生優
先」的理念推進。

供金馬電價與省內相同
據江智光介紹，在通水上，福建泉州市及其
下轄的晉江市政府已成立向金門供水安全保障
工作領導小組，制訂《福建向金門供水安全保
障工作方案》，並開展金門供水水源整治。馬
祖通水涉及的福建福州連江縣官嶺至黃岐輸水
管道工程已開展設計工作。
江智光說，福建有基礎、有條件推進金門、
馬祖「小四通」工作，回應金馬民眾的需求。
「小四通」實現後，將以最大努力降低金門、
馬祖的用水、用電、用氣成本。以通電為例，
將按照「同網同價」原則進行電價商談，即以
福建省內售電價格對金門、馬祖進行電價結
算。
據了解，目前金門、馬祖的發電成本是福
建省內發電成本的2倍至3倍，通過「同網同
價」，可最大程度惠及金門、馬祖同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福建與金門、馬祖通水、通

電、通氣、通橋（以下簡稱「小四通」，詳見下表）工程進展成為近來兩

岸關注熱點。24日，福建省台港澳辦與省發改委、省教育廳聯合對新近

發佈的「42條實施意見」進行解讀。福建省重點辦常務副主任江智光在

解讀會上透露，福建方面與金門、馬祖（連江縣）已形成「小四通」初步

方案。在操作性強的通氣方面，福建會按照先船運後管道的方式向金門、

馬祖供應天然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
州報道）金門「牛家莊」餐飲店業
主表示，自去年「九合一」選舉之
後，金門縣楊鎮浯縣長非常積極地
推動金門與福建等地在經貿及旅遊
觀光等事項的合作，明顯感覺到通
過「小三通」到金門的大陸遊客更
多了，店內陸客至少多了三成至五
成。他並表示，金門發展要依靠服
務業，因此迫切需要解決水、電緊
缺問題，如今通水已實現，通電問
題也亟待解決，金門服務業界都期
待福建電力輸送金門。
金門古寧頭居民許先生表示，自
己在廈門有物業，每個周末都去廈
門，「能通橋最方便了。」
從目前看，通氣是比較容易操作

的，福建方面也說可以先實現船

運，這個可以紓解金門夏天缺電的
情況。這些都是民生工程，金門人
沒有不贊成的。

■金門民眾表示，必大力支持民生
工程。圖為去年金門民眾在田埔水
庫見證「兩岸通水儀式」。

資料圖片

■福建方面與金門、馬祖（連江縣）已形成「小四通」初步方案。圖為此前工作人員
在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泵站中控室內監視設備運行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台
灣地區領導人初選首場電視
政見發表會昨日晚在高雄國
際會議中心登場，五位參選
人均在論述中展現信心，熱
門人選韓國瑜和郭台銘都提
到了和平之於台灣的重要
性。
5位參選人鴻海前董事長

郭台銘、高雄市長韓國瑜、
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前台北
縣長周錫瑋、孫文學校總校
長張亞中，針對憲政、對外
關係、兩岸及安全等4大議
題交鋒。

韓國瑜：蔡當局只看美日
擁有主場優勢的韓國瑜提

出4項兩岸主張，第一，以
台灣「憲法」為本；第二，
以民意為依歸，幫人民開創
未來；第三，要以和平為前
提；第四，要以經濟為優
先。他並喊出「和平發展、
避開戰爭、經濟掛帥」的口
號。
他也批評，民進黨執政三

年來，「外交」政策只看得
到東邊的美國跟日本，忘記
地球是圓的，但往西看有大
陸14億人口市場、非洲21
億人口市場，因此「外交」
政策一定要轉成「經貿外
交」「西望外交」。

郭台銘：兩岸和平利經濟
郭台銘發言表示，他競選

的中心思想是和平、安定、
經濟和未來。郭台銘說，台
灣是貿易之島，賺錢才能壯
大台灣，兩岸一定要有和
平、有共識。
張亞中則提出，作為台灣
地區領導人，不能只想維護
安全，要重要的是要積極的
創造和平，只有和平才能有
安全。他的目標是把台灣打
造為「國際和平區」。
在兩岸方面，創造和平不

是口頭說說而已，而是需要
方法。
張亞中說，他的方法是，以兩岸目前

的法理現狀為基礎，結束敵對狀態，簽
署和平協定；他認為，兩岸未來就應以
「分治不分裂」這個法理現狀為基礎，
簽署和平協定，讓兩岸未來不是鬥、不
是拖，而是以和平的「和合」的路徑互
動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