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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网络账户遭报复被黑 恐怖图片变成
同性恋游行

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15日报道，美国
奥兰多市枪击案发生后，极端组织IS的推特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账户被黑客侵入，原本的恐怖主义图片被同性
恋游行信息取代，同时还附有指向同性恋网站
的链接。黑客称，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纪
念在奥兰多枪击案中逝去的生命”。

目前，IS账户的宣传图片与文字均已经被
同性恋游行照片取代，包括“我是同性恋我自
豪”、“自豪出柜”等图片，上面还有彩虹
旗、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
及变性人）的标志等。

叙利亚首都南郊连环爆炸袭击死伤人
数已逾60人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南郊赛达·宰纳卜镇
11日上午遭连环爆炸袭击，目前死亡人数已升
至12人，另有55人受伤。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发生边境冲突 致数
人伤亡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官方13日证实，两国士
兵在巴阿边境要塞发生武装冲突，造成至少1
名阿富汗士兵身亡，7名巴阿士兵受伤。

加拿大总理:在菲律宾遭绑架公民恐已
遭杀害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于当地时间6
月13日表示，加国政府有可信理由相信，遭菲

英国脱欧公投在即 全球经济“屏住呼吸” 奥巴马四度会达赖 
鼓励其与北京对话

白宫15日表示，奥巴马总统当天上午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会面。奥巴马支持达赖喇嘛采取的“中道”方式，对达赖喇嘛和平与
非暴力的承诺也表示赞扬。

尽管中国外交部事前严词批评说，达赖喇嘛以宗教之名推动分
裂中国，并警告美国“不要为这种活动提供空间”，但奥巴马仍在
白宫的地图室、而非与外国元首会面更正式的椭圆形办公室与达赖会
谈，白宫事后公布新闻稿与照片。照片中，奥巴马面带微笑迎接达赖
喇嘛，两人互相握著对方的臂膀。

这是奥巴马在总统任期中第四度与达赖喇嘛在白宫会面，白宫
声明指出，奥巴马对达赖喇嘛在奥兰多枪击案中的慰问哀悼之意表达
感谢，也赞许达赖喇嘛在推动尊重他人、促进人类恻隐之心及同情心
上的努力。

声明特别提到，奥巴马鼓励达赖喇嘛与中国官方能直接沟通对
话，以降低紧张、解决分歧。奥巴马还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表
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则
说，他没有寻求西藏独立，也希望和中国官方恢复对话。

达赖喇嘛多年来一直主张中道路线，他也多次表达过自己是要
争取西藏真正的自治，而非追求西藏独立。

白宫指出，奥巴马强烈支持西藏维持宗教、文化及语言传统的
独特性，以及在中国对西藏人权保护的公平性。奥巴马赞扬达赖喇嘛
对“和平与非暴力”的承诺，并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道方式”。

奥巴马上一次与达赖喇嘛单独会面是在2014年2月，会见地点也
是在白宫地图室。他是最近十年西方大国领导人中会见达赖喇嘛最多
的一位。

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指出，由于中美之间有南海安全竞争等
更为严重的问题，而且有“三海（南海、东海、台海）联动”之势，
贸易摩擦也不时尖锐，人权争议更是经常“溃疡”，达赖问题的冲击
力反而相对小些。不像欧洲大国，一旦有领导人会见达赖，该国同中
国的关系就马上告急。

                                                           （来源：世界新闻网）

律宾南部伊斯兰好战分子挟持近9个月的其中
一名公民已遭杀害。

美陆军自杀率居高不下 
据美国军队时报网站6月12日报道称，七

年前美国陆军士兵的自杀率曾经翻番，而如今
陆军仍未能降低士兵的自杀率，专家担忧这个
问题已经成为“新常态”。2013年从陆军退役
的心理学家卡尔·卡斯特罗说：“很显然，陆
军所做的任何事都没能使自杀率下降。”

迪士尼园内遭鳄鱼拖走2岁男童已亡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名2岁幼童14

日在该市迪士尼乐园度假村被鳄鱼拖入附近湖
中。当地警方15日在距离岸边10米左右的湖内
找到已经死亡的幼童遗体。

被袭击的幼童一家5口来自内布拉斯加
州，是特意来奥兰多度假。

据悉，佛罗里达州鳄鱼的数量为美国各州
之首。澳大利亚新闻网15日报道说，整个州大
约有130万到200万只鳄鱼，它们生活在草丛、
沼泽、河流以及湖泊里。《奥兰多哨兵报》
称，佛罗里达州人口增加以及水上活动的频
繁，使得人与鳄鱼的接触机会增大。去年，该
州有2起鳄鱼致命袭击事件。上周警方从一只
鳄鱼的嘴里发现了人的部分器官。报道说，从
1979年到1983年，佛罗里达州经常发生鳄鱼伤

距离英国6月23日举行“脱欧”
公投还剩一周时间。英国多家主
流媒体13日公布的民调结果都显
示，“脱欧”派民意支持度一涨再
涨，已大幅赶超“留欧”派。英国
脱欧公投产生的外溢效应给全球经
济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令其他国家
在制定本国经济和货币政策时多了
一分顾忌和疑虑。不仅英格兰银行
和欧洲央行未雨绸缪地为“脱欧”
可能引发的风险准备了应急措施，
包括美联储在内全球各大央行也不
约而同地把重大决策推后到英国公
投日之后。那么，英国脱离欧盟会
付出什么样的经济代价呢？若英国
脱离欧盟，其产生的外溢效应又将
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剧情反转 英国“脱欧”派支
持率暴涨

脱欧公投原本是一场政治秀，
由英国首相、来自保守党的卡梅伦
自导自演，预定的大结局是留在向
英国进行种种妥协之后的欧盟内。
但剧情于5月末开始反转，随着公
投时间临近，“留欧派”和“脱欧
派”力量对比越发胶着。

13日，英国多家主流媒体公布的
民调结果都显示，“脱欧”派民意支
持度一涨再涨，已大幅赶超“留欧”
派。英国《泰晤士报》14日公布由
民调公司YouGov为该报专门进行
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脱欧”派

的支持率上升至46%，而“留欧”
派的支持率为39%，11%的受访者表
示“尚未决定”，4%的人表示不会
投票。

英国脱欧的最新民意表明，卡
梅伦政府吸取了政治投机的教训。
卡梅伦政府包括他的财政大臣，是
不希望脱离欧盟成为“欧洲孤儿”
的，但如果说这一民意结果维持到
6月23日，英国就不能不脱离欧盟。
这对于卡梅伦政府言，他将彻底改
变欧洲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将成为
欧盟的罪人。更要者，他因为撕裂
英国也许会黯然下台。

　

全球经济“屏住呼吸”
英国《卫报》5日报道，英格兰

银行已经早早制定应对措施，将吸
取苏格兰独立公投和全球金融危机
时期的教训，计划在6月14日、21日
和28日分三次执行特殊资金操作，
保证银行体系在公投前后有充足流
动性。任何自身没有过错而遇到经
营困难的银行都可以得到不设限额
的流动性支持，即使经营状况良好
的银行也可以申请流动性支持。

欧洲央行13日表示，已对欧元
区银行关于英国“脱欧”可能性风
险的应急预案进行了审查。欧洲央
行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丹尼尔·努
伊表示，我们早已要求银行业对英
国有可能退出欧盟作出预案部署。
她说：“应急预案将根据公投产

据台湾媒体报道，67岁的日本东京
市长舛添要一，近日被爆出挪用公款买了
一本《蜡笔小新》，让所有日本民众听了
十分震惊，迫于舆论压力，舛添要一向日
本民众道歉。据悉，贪污舞弊是日本民众
最痛恨的政客行为，无论金额大小，即使
是一块钱也会让他们气得跳脚。（图片来
源：中国青年网）

人事件。

巴西奥运会海滩现抗药性恶菌 致死率
或达50%

据香港“文汇报”6月12日报道，巴西
里约热内卢奥运会8月5日开幕前卫生问题频
发，除寨卡病毒肆虐之外，英国路透社最新
披露的两份最新研究报告称，即将举办游
泳、帆船、划艇和独木舟等赛事的海湾和湖
含有大量具抗药性的“超级细菌”，美国疾
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警告，受超级细菌感
染后，死亡率或高达50%。

据报道，这些细菌本来只在医院范围内
才能找到，疑是污水经排水渠道直接排入河
流和海洋所致。

微软最大收购案：以262亿美元全现
金收购LinkedIn

6月13日晚间消息，微软宣布将以262
亿 美 元 现 金 收 购 职 业 社 交 网 络 公 司 领 英
（LinkedIn）。微软与LinkedIn的此次并购案
成为微软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案，也成为科
技业并购史上令人意外的一笔收购。

据外媒消息，微软将以每股196美元的价
格收购领英，消息一宣布，LinkedIn股价收盘
大涨46.64%。

生的不同影响与风险管理有明显差
异。”努伊说：“我们启动预案的
目的是保证银行能够应对风险，从
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英国《金融时报》12日引述花
旗银行分析师的看法称：“英国脱
欧政治风险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上
最为重大的黑天鹅事件。金融市场
不 喜 欢 不 确 定 性 ， 这 场 公 投 带 来
了 高 度 风 险 ， 历 史 上 几 乎 没 有 先
例——难怪几乎所有资产类别的投
资者都感到担忧。”报道称，目前
包括美联储在内全球各大央行也不
约而同地把重大决策推后到英国公
投日之后。

“脱欧公投在即，英国全面按
下‘暂停键’”。BBC称，随着脱
欧公投的临近，英国日常的经济民
生等诸多方面也开始感受到重大抉
择前的普遍不安与焦虑，各行各业
几乎都陷入暂停状态。

               （摘自：新华网）

不顾中国事前强烈反对，奥巴马总统（右）15日在白宫地图室迎接到
访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左）。（图片来源：白宫）

日本市长挪公款买《蜡笔小新》 
向民众道歉

伊拉克军与IS激战 数万平民被困
伊拉克政府军近日与“伊斯兰国”（IS）武装在费

卢杰持续激战，造成数十人身亡。外界预计，随着战事
的不断深入，伤亡人数很有可能继续上升。

伊拉克军队自11日起尝试攻击费卢杰市区，意图对
IS武装展开最后的围剿。但IS武装进行反扑，对伊拉克
政府军的军营发动突袭，造成较大伤亡。

据半岛电视台12日援引伊拉克军方最新消息称，至
少50名伊拉克政府军人员和民兵在突袭中牺牲。IS武装
方面透露，该组织至少有12人被武装直升机击毙。

有军事专家认为，目前IS武装虽然在费卢杰陷入政
府军的包围，但仍有能力发动对政府军的进攻。伊拉克
政府军最终收复费卢杰可能是时间问题，但IS给政府军
造成的掣肘依然会造成影响。

伊拉克军方12日透露，政府军已经为费卢杰的民众
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人道救援人员同日说，在过
去一天里有大约4000人逃离费卢杰，但仍有数万人被困

城内。
据法国《费加罗报》6月13日报道，伊拉克警方于当

地时间6月13日称，在过去的2个星期内，警方逮捕了546
名恐怖分子，这些人企图利用离开费卢杰的人群逃跑。
其中一些恐怖分子还携带假身份证件。据估计，费卢杰
目前仍有约1000名至2500名IS成员。

法新社称，IS武装12日杀害了至少18名企图逃离费
卢杰的平民，另有一些企图逃离的人被武装分子驱逐回
城内。

联合国对被困在费卢杰的平民状况表示严重关切。
他们被困在城里，没有食物和医药等生活必需品。联合
国呼吁冲突各方尽一切努力保护仍被围困在费卢杰城内
的平民。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格兰德说，该机构
根据目击者的口述，将被困在费卢杰的人数从5万人调高
到9万人。

                             （综合自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