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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强震致超过380人死亡 灾民面临寒冷威胁
阿富汗26日发生的里氏7.8级强震已经造成阿富汗和其邻

国巴基斯坦等国超过38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目前，各国
对地震灾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

报道称，阿富汗官员称，26日的强震造成阿富汗115人
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此外，地震还造成阿富汗多地超过
7600栋房屋受损。

在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官员证实，地震造成该国267
人死亡。地震还造成该国超过1800人受伤，11000栋房屋受
损。官员称，救援人员还无法抵达部分偏远地区，因此遇难
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朝韩分界线发生手榴弹爆炸 疑一韩国士兵引爆自杀
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0月29日报道，当日朝韩分界

线韩国西部前线的京畿道坡州地区某陆军部队发生一起手榴
弹爆炸事件。事故中士兵朴某（20岁）死亡。

据悉，朴某在爆炸之前曾进行执勤任务，在和接班士
兵说去卫生间后，在哨所后方100米的地方便发生了爆炸事
件。事故中朴某当场死亡，现场发现一封遗书，但遗书内容
目前尚未公开。

印度11名核科学家4年来离奇死亡 警方无力破案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10月26日报道，印度的

11名核能专家离奇死亡。印度媒体日前公布的一份秘密材料
显示，从2009年到2013年在印度核能部共有11名核能专家离
奇死亡。该部门每年都要安葬2名核能专家。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签署总统令宣布解散政府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府新闻局28日通报说，吉总统阿坦巴

耶夫当天签署总统令，宣布解散以总理萨里耶夫为首的政
府。

人类首次在彗星上发现氧气分子 已“沉睡”亿年
人类首次在彗星上发现了氧气分子。这一意外发现，对

目前的太阳系形成模型提出了质疑。
从2014年9月开始，欧洲航天局（ESA）发射的探测器罗

塞塔（Rosetta）开始探测彗星67P中的物质，安装在罗塞塔
上质谱仪检测到了氧气分子。检测结果显示，离彗核越近，
氧气分子含量越高。

该研究10月28日凌晨在线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
然》（Nature）上，论文标题为《在彗星67P/丘留莫夫－格

新 闻 瞭 望 台
拉西缅科的彗发中发现大量氧气分子》（Abundant molecular 
oxygen in the coma of comet 67P/ChuryumovGerasimenko）。

来自德国、美国、瑞士、比利时、荷兰、法国、以色列
的33位科学家完成了这项研究。

韩国多地遭遇沙尘暴 韩媒：从中国吹过来的
一般多见于春天的“不速之客”沙尘暴在今年秋季开

始袭击韩国。韩国气象厅10月27日表示，韩国多个地区受
到来自中国的沙尘暴影响，全州、光州、木浦、黑山岛、
西海白翎岛等地每立方米灰尘浓度分别达到160微克、118微
克、115微克、112微克、222微克（最高）。由于气流从韩
国西海飘过，韩国首尔首都圈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是沙
尘暴依然使首尔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达到每立方米最高132
微克。

普京支持率再创新高 88%俄民众对其工作满意
报道称，2015年10月23日至26日，列瓦达中心在俄罗斯

46个地区的134个居民点对1600名18岁以上的城市和乡村居
民开展了调查。调查显示，88%的俄公民对普京的工作表现
感到满意，表示不满意的人数比例为12%。今年9月，84%的
俄公民对普京的工作满意，15%的人不满意。

德国称将大批遣返巴尔干国家不合格难民
德国将在未来几个月遣返数万名来自巴尔干地区国家的

遭到拒绝的避难申请者，显示柏林政府正在大批移民涌入的
情况下强化针对经济移民的立场。 

到目前为止，德国当局已经遣返1.1万人，同时有2.7万
人在得到经济援助的情况下自愿离开。 

据悉，德国预计将在今年收到100万份避难申请，其中
许多人来自受到战争困扰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但是也有很多
人来自并没有爆发战争的巴尔干地区国家。

印尼50万人受烟霾危害 当局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据“中央社”28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林火霾害灾情扩

大，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尤素夫·卡拉表示，霾害问题太严
重，印度尼西亚考虑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调动部队协助
救灾，只待总统佐科返国后下决定。

卡拉(Jusuf Kalla)27日做出上述表示。他指出，总统佐科
返国后预料将会做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他说，
印度尼西亚5个省份大约4000万人深受霾害所苦。

沙特王子机场被捕
 私人飞机携2吨毒品

近日，黎巴嫩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走私毒品
的沙特王子，其私人飞机携带了约2吨重的可卡
因等毒品。除了这位王子，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
鲁特国际机场被捕的还有四名沙特嫌犯。

半 岛 电 视 台 报 道 援 引 安 保 人 士 消 息 称 ，
被捕沙特王子为Abdel Mohsen Bin Walid Bin 
Abdulaziz，他被指控企图走私约2吨的芬乃他林
（Captagon）药丸和一些可卡因。芬乃他林是一
种合成兴奋剂。报道称，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生
产芬乃他林的生意红火，这两国也成为毒品流入
中东的门户。

据法新社报道，安保人士称，这次走私的毒
品量创贝鲁特国际机场历次截获最高纪录。黎巴
嫩国家新闻社称，上述截获的芬乃他林药丸被分
装入40个箱子，送上王子的私人飞机，准备飞往
沙特首都利雅得。

《国际经济时报》（IBTimes）报道提到，
这是近来第二宗损害沙特王室形象的事件。就在
上月末，29岁的沙特王子Majed bin 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在洛杉矶被捕，罪名是强迫女管
家口交。此案后来因证据不足被驳回上诉。

                                       （来源：华尔街见闻）

里，跨越伊朗和伊拉克，最
终抵达叙利亚直捣目标，攻
击误差范围不超过3米。这是
这款2012年装备里海舰队、
北约代号为“炙热”的海基
巡航导弹首次用于实战，如
果只是为了摧毁区区11个ISIS
目标，着实有些杀鸡焉用宰
牛刀的意味。

英 国 《 金 融 时 报 》 认
为，世界旧秩序分崩离析。
进 兵 叙 利 亚 是 二 战 结 束 以
来，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
大的直接军事干预。此举将
加剧该地区的动荡局势，这
个地区的特点是暴政、教派
主义、地区对抗以及四场导
致数十万人丧命、数百万人
流离失所的内战。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只是战后国际
秩序——历经70年后——分崩离析的最新迹
象。居于战后秩序核心位置的美国依然实力
强大，却经常不能很好地运用它的实力。在
过去15年里，美国的国际政策变化不定。小
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奉行一种秀肌
肉的大战略，力图把美国的意志强加给全世
界。他发动入侵伊拉克行动的目标，是历史
上最冠冕堂皇的目标之一。

不同于小布什，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实
行立足现实的外交政策。但他不光吸取了小

打击ISIS重大转变！
美国突然宣布地面部队参战
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Ashton Baldwin 

Carter)27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
表示，此次美军计划采取的最新军事战略
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加大对“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的大本营、北部城市拉卡的打击
力度，与伊拉克当地安全部队合作重新夺
回具有战略意义的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首
府拉马迪，以及增加美军单方面或辅助性
参与的突袭。

卡特强调，美军会继续帮助当地“有
能力的合作伙伴”对“伊斯兰国”目标进
行突袭，同时也会加大美军单方面进行突
袭的力度。卡特说，美军进行的突袭不仅
包括空袭，也可以包括直接的地面行动。

此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军官员披
露，由于美军打击“伊斯兰国”战役开展
一年后仍收效甚少，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
让美军更多参与前线战事，其中包括可能
增派兵力至伊拉克、向伊拉克军队提供近
空火力支援以及将美军军事顾问嵌入伊拉
克地面部队等。

从俄罗斯近来的一系列空袭来看，执
行任务的战机虽仍以老式的苏-24和苏-25
战机为主，不过其不仅派出了一批较先
进的苏-30SM和苏-34战机前往叙利亚，
俄罗斯最新的KAB-500卫星制导炸弹和
KAB-250光电制导炸弹也一一亮相。

最值得注意的则是，俄罗斯海军里
海舰队10月27日从里海发射了26枚“口
径HK”海基巡航导弹，飞行长达1,500公

布什政府的教训，还学习过度了。他在
紧要关头不愿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弱化
了美国力量的威慑效果。美国近年政策
的失误和多变，让人怀疑美国是否将继
续扮演全球霸主的角色。对于乐见美国
在世界上充当更温和存在的人士来说，
愿望似乎已经成真！

              （图文来源：多维新闻网）

参与空袭ISIS的美军F16战机编队

17岁少女选美夺冠
 街头跪谢拾荒母亲

来自泰国北榄府的17岁女孩阿敏（Mint），
是今年泰国选美比赛“miss uncensored news 
Thailand”的冠军得主，但在光鲜的舞台外，其
实她已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

阿敏家境清贫，从小家里便以拾荒维生，
高三毕业后因为经济因素无法继续学业，于是
只好选择工作赚取大学的学费。在此之前，
这位十多岁的女孩已经做过不少工作，比如
卖二手衣服，或是帮助家里的拾荒生意等。
后来，在泰国选美圈的亲戚见她们一家生活不
易，于是带阿敏报名了正好赶上档期的“miss 
uncensored news Thailand”选美比赛，更没想到
阿敏在比赛中不畏出身贫寒，努力展现自信一
面的形象一鸣惊人，一路拼搏直到摘下后冠。

阿敏获得冠军后，迫不急待的戴着桂冠及
饰带回到家里，跪拜母亲以表示感恩。阿敏表
示自己能有今天，也是源自家里拾荒支持，大
家都靠自己的双手努力赚钱，所以一点都不会
因母亲靠拾荒维生而羞愧。但她也期望在赢得
选美冠军后，能够接到一些广告、影视工作，
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来源：凤凰网）

世界土著人运动会
 性感选美抓眼球

据了解，号称土著人“奥运会”的首届世界
土著人运动会10月23日至11月1日在巴西中部小城
帕尔马斯进行，全世界的土著人齐聚这里，揭开
了神秘面纱，展现源于他们生活的体育运动，没
人宣扬“更高、更快、更强”，他们的中心思想
只有一个——好玩。

世界范围内目前共有3.7亿土著人，约占全球
总人口的5%。巴西如今约有305个土著部落、90
万名土著人，他们的语言超过200种。自1996年以
来，巴西已多次举办全国的土著人运动会，如今
他们决定将这一赛事拓展到全球范围。

                                   （来源：文学城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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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高也挡不住！放弃美国籍人数再创新高
2015年第3季放弃美国国籍人数超越今年第1季的1,335人，达

1,426人，创历史新高。
放弃美国国籍的代价也不轻，必须缴交2,350美元的申请费用，

居全球之冠，是其他高收入国家平均申请放弃国籍费用的20倍以
上。

促使美国公民放弃国籍的原因为家庭因素、复杂的纳税规定以
及新公布的法律，像是海外资产金融申报（FBAR）以及俗称肥咖
条款的海外帐户纳税法案（FATCA）。

其中受影响最深的为旅居国外的美国人，她们必须向美国回报
旅居地的报税情形，且仍需缴税给美国，此外，美国政府所征收的
税额是根据他们在全球各地的收入情形。

若违反FBAR条款，海外居民将被处以民事罚款，从帐户中扣
除30%的惩罚性扣款。

若要放弃美国籍，海外纳税人必须向美国国税局缴交五年内的
税务文件，再者，如果纳税人的净资产值超过2亿美元或过去五年
的净所得平均超过16万美元，仍需付一笔放弃国籍税。

相关阅读　　
2012年，共有8.2万名中国出生人士获得美国绿卡，较2011年减

少了5200余人。下滑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当局缩减了总体的绿卡发放
数量，103万人的规模较2011年减少了3万多人，但同时来自墨西哥
的获绿卡人数却在2011年基础上增加了三千人。

从2003年到2012年间的十年里，共有71.4万名中国人获得了美
国绿卡，占到同期全球获得美国绿卡人数的约7%。2003年时仅有约
4万名中国人获颁绿卡，到2006年就激增至峰值8.7万人。此后随着
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每年获得绿卡人数有所起伏，近两年稳定在
七、八万人左右水平。

获得绿卡只意味着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而非获得美国国籍，
中国人虽然获绿卡人数较多，但入籍的积极性却没有上述其他几个
国家高。

2012年共有近76万人加入美国国籍，其中包括3.2万名中国人，
人数排在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多米尼加之后位居全球第五。

                                      （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