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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8日披露，
澳情报部门曾监听印度尼西亚包括
总统在内的多名政府高级官员手机
通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其报道
基于美国“棱镜”情报项目曝光者爱
德华·斯诺登提供的文件，还把部分
文件图片发布在官方网站上。

其中一页文件显示了监控对象
的名字和当时所使用手机通讯设备
的情况。除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
多约诺外，总统夫人、副总统、前副总
统、外交事务发言人、安全部长和信
息部长等人也在被监听之列。(新华)

澳被爆监听印尼总统手机

11月18日，哈尔滨市降下暴雪，
一些街路严重积雪，许多车辆被“误”
在雪中，一些人趁机发“雪财”。在工
农大街上，由于坡路雪多，车辆打滑，
几名守在这里的人以20元至50元不
等的价格收费推车，市民们都说他们
这是趁雪打劫。 (综合)

哈尔滨街头“趁雪打劫”
推一次车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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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17日说，中西部多地
当天遭遇龙卷风，初步统计造成30
多人死伤，大片房屋被毁。

美国国家气象局确认，在伊利
诺伊州米勒城等两处地区、印第安
纳州芒特卡梅尔等三处地区以及肯
塔基州帕迪尤卡等地形成龙卷风。

地方官员说，具体伤亡数字仍
在统计之中。伊利诺伊州紧急情况
管理机构发言人帕蒂·汤普森说，全
州至少5人丧生。 (新华)

龙卷风肆虐美国中西部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17日
确认，去年12月在尼日利亚遭武装人
员绑架的法国工程师弗朗西·科隆16
日获释。法新社说，科隆趁武装人员
不注意时逃脱，并搭车前往警局求
救。奥朗德称赞科隆“勇气可嘉”。

科隆现年63岁，供职于一家法
国公司，去年12月19日在尼西北部
卡齐纳州的公司驻地遭当地极端组
织“博科圣地”大约30名武装人员绑
架。 (新华)

遭绑法国工程师逃脱回国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日宣布，
当天下午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4
号机组的乏燃料池内取出燃料棒。
这是自2011年3月福岛核泄漏事故
以来，首次从已确定报废的1至4号
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燃料棒，标
志着反应堆报废工程进入第二阶
段。按预计，从4号机组乏燃料池取
出燃料棒的作业将持续到明年年
底。 (新华)

福岛第一核电站
开始取出燃料棒

17日，郑州街头突然蹿出一只一
人多高的鸵鸟，在车流当中晃来晃
去；见到有人前来抓捕，瞬间溜得比
汽车还快；被围堵按倒后力气惊人，
一抬腿能踹翻一个人，但在脑袋上套
个不透明的袋子后，就老实多了。

一旁的市民王猛称，这只鸵鸟是
他家养的，当天下午3时许，它和另外
一只鸵鸟成功“越狱”，从他的家中逃
出。王猛表示，他住在郑州市圃田乡
附近的穆庄，一年多前，为了逗小孩
子开心，家人购买了两只鸵鸟，一公
一母，当时买的时候才有寻常的母鸡
那么大，平时也就喂点白菜、萝卜等，
没想到如今长得一只比一只壮，两只
都高达2米，体重也接近100公斤。

“我们借了村里的3条猎狗追
踪，在汽车东站附近，把另外一只
鸵鸟给逮住了。”王猛说，鸵鸟的力
气很大，3只猎狗在围捕过程中，2
只被鸵鸟踢中，现在还不能动弹，
只能卧养。 (据《大河报》)

鸵鸟跑入闹市
3猎狗围攻被踢伤

15日下午，网友“弼然星动”发微
博称，逛武侯直销鞋城时，看一美女
买了近百双鞋。“我当时没多想，谁叫
人家有钱呢，结果，她开的那辆smart
装不下所有鞋，只好让工作人员用胶
带全部粘到了车外面！”

视频显示，面对围观人员，这
位女士一边用手去挡镜头，一边气
急败坏地说：“老娘有钱，我就喜欢
买这么多，咋了嘛，要你们管！”

15日晚，记者联系上这位名叫
王媛的“拜鞋姐”。

“我很喜欢鞋子，但‘双11’时，男
友不准我在网上购物，为此我们吵了
架并分手。”王媛说，后来听说成都市
武侯直销鞋城周末在打折，于是前来
狂刷2万多元买鞋。“穿不完，我就送
朋友！” (据《华西都市报》)

女子不满男友禁网购
花2万买百双鞋粘车上

11月14日，杨女士(化名)花50
余万元新买的宝马X3在成南高速上
熄火。“当时我在高速路超车道上，
以110码左右的速度行驶，车子突然
毫无征兆地熄火了，我赶紧踩刹车
把车停下来。”

她和几名朋友来到4S店维权，要
求4S店退换车，并拿扩音器在店内喊
话：别买这儿的车；同时，两辆车堵了
4S店两个大门。僵持半天后，杨女士
最终同意检测车辆，结果却让人哭笑
不得——— 原来是没油了！

在发现这一“故障原因”后，杨
女士有些不好意思。(据《成都商报》)

宝马熄火女司机堵4S店
检测发现是没油了

国土资源部：严禁为
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供地

为遏制产能过剩项目建设，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土资源部
通知要求严禁为钢铁、水泥、电解
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
行业新增产能项目提供用地空间和
配置矿产资源。 (新华)

11月15日，成都军区宣布省军区
领导班子成员调整命令大会在贵阳
举行。会上，成都军区副政委王增钵
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签署的中央军委
命令，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李亚洲调整
任四川省军区司令员，王盛槐提升任
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据《贵州日报》)

四川省、贵州省
军区司令员易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习近平赞赏克林顿担任美国总
统期间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
积极努力以及卸任后同中方在扶
贫、慈善、卫生防疫特别是艾滋病防
治等领域开展了有效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虽历经
风雨，但总体上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两国历届领导
人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已经建设
成为一座摩天大厦。

克林顿表示，珍惜同中方建立起
来的真诚、互信和建设性合作关系。
祝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
支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华）

习近平会克林顿：
中美关系建成摩天大厦

由于随意扫描了一个二维码，浙
江嘉兴的汪女士就损失了18万多元。
警方提醒网民，一些犯罪分子将木马
病毒植入到二维码的链接中，以此获
取网民的账号和密码，对不熟悉的人
提供的二维码，不要随意扫描。

11月13日，在嘉兴洪合镇开网
店的汪女士接到了一条通过旺旺发
来的信息：“我在微信上看到朋友发
了几件衣服好漂亮哦，不知道你的
店里有没有？有的话我全部拍下来，
我好几个朋友都看上了。款式图片
在这个二维码里，麻烦你扫一下，看
有没有你家的宝贝。”汪女士用手机
扫了一下，点了下链接。可等了一分
钟左右，手机网页没显示出来。汪女
士觉得不对劲，马上到电脑上登录
支付宝账户，可密码已经被修改了。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调查此案。(新华)

浙江网民误扫二维码
损失18万多元

关注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女作家莱辛去世

逝者

近年来，消费品安全事件时有
发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为保障
消费品安全和消费者人身健康安
全，国家质检总局18日启动消费品
安全法立法研究，将力争在2015年
年底前形成送审稿。 (新华)

质检总局启动
消费品安全法立法研究

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女作家
多丽丝·莱辛17日晨在伦敦家中去
世，享年94岁。

莱辛1919年出生于伊朗，此后
曾迁往非洲居住。她2007年获诺贝
尔文学奖时已经88岁，是文学奖开
设以来年龄最大的获奖者，也是第
11位获得该奖项的女作家。2008年，
她在《泰晤士报》“1945年以来最伟
大的英国作家”排行榜上列第五位。

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讲述
了女性从做情人到做母亲的故事，
被很多人当做女性独立的教科书。
她的其他作品有的带有半自传色
彩，描写她在非洲的经历，有的着重
刻画人和动物的生存之道，还有一
些带有心理分析和科幻色彩。

莱辛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孩子。
(新华)

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
余国蓉被押解回国

公安部18日对外公布，经过中
国公安机关长期不懈努力，在泰国
执法部门协助下，近日，潜逃境外长
达14年之久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
余国蓉在泰国被成功抓获，并被押
解回国。这是我国公安机关通过国
际执法合作持续打击外逃重大经济
犯罪嫌疑人取得的又一战果。

据了解，余国蓉自1989年3月至
1998年10月担任重庆某银行支行行
长期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
法发放贷款和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等
犯罪，涉案金额达28亿元，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11 . 3亿元。案发后，余国
蓉潜逃境外。 (新华)

11月18日，浙江温州一起担保
公司负责人非法集资案件在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钱
月珍因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悉，
钱月珍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存达
数亿元。 (新华)

钱月珍犯集资诈骗等罪
被判死缓

警法

突发

埃及火车撞三汽车
24死15伤

埃及媒体报道，首都开罗附近
当地时间18日凌晨发生一起火车与
汽车相撞事故，造成24人死亡、至少
15人受伤。

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事故列
车由埃及南部城市贝尼苏韦夫开
出，行至开罗以南约40公里的代赫
舒尔时，在一处铁路道口撞上3辆汽
车，包括一辆小型巴士和一辆卡车。

一名埃及铁路部门官员告诉媒
体记者，根据初步调查，火车通过道
口之前，围栏已经关闭，但仍有汽车
试图穿行，酿成惨剧。埃及有关部门
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新华)

18日，广州市出台新的房地产
调控政策，除了提高第二套住房贷
款首付比例外，还收紧了限购条件。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
意见》中提出了六条意见，其中包
括：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
加快中低价位商品住房供应，控制
高端商品住房供应；增加住宅用地
供应；从严查处各类住房骗购行为
以及引导开发企业理性定价等。

根据意见，广州明确规定继续
对新建商品住房预售价格实行价格
指导，对不接受政府价格指导的项
目，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

此外，广州规定自意见颁布之
日起，对能提供购房之日前5年内在
本市连续缴纳3年以上个人所得税
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
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
此前的要求仅为连续缴税1年即可
购房。 (新华)

广州出台“穗六条”
收紧限购提高二套房贷

前妻称曼德拉病情仍重

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
家人17日说，曼德拉病情“仍然严
重”，无法说话，但不依靠呼吸机维
系生命。前妻温妮·马迪基泽拉—曼
德拉说，由于吸痰管从嘴部深入到
肺部，曼德拉已经不能说话，只能通
过脸部表情交流。医生正在设法恢
复他的说话功能。 (新华)

利比亚情报高官机场遭绑

利比亚安全官员17日证实，利
比亚情报机构二号人物穆斯塔法·
诺亚当天首都在的黎波里机场遭不
明身份武装人员绑架。尚没有组织
对宣称制造这起事件。

这是利比亚一个多月内第二次
发生高官遭武装人员绑架事件。上
月10日，总理阿里·扎伊丹在的黎波
里一座酒店被多名武装人员带走，
数小时后获释。 (新华)

巴基斯坦官方17日宣布，正式
启动针对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
夫的叛国罪诉讼程序。巴基斯坦内
政部长乔杜里·尼萨尔·阿里汉当天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穆沙拉夫将因
违反宪法受到叛国罪指控。

法律专家表示，穆沙拉夫如果
被判叛国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死刑
或无期徒刑。 (新华)

穆沙拉夫叛国罪诉讼启动

社会

11月16日凌晨，广东惠州仲恺
高新区陈江派出所在两个麻将馆里
一举端掉了一大型盗窃团伙，23名
团伙成员被抓。为了防止犯罪嫌疑
人串供，警方将其用胶带粘着嘴。该
团伙涉及盗窃案件过百宗，除了撬
门入室外，还有“钓鱼”盗窃，即渔竿
粘强力胶伸进屋内粘取财物。目前
警方正在审讯调查中。 (综合)

惠州打掉23人盗窃团伙
胶带封嘴防串供

今年“双11”期间
快递总量3 . 46亿件

国家邮政局18日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11月11日至16日“双11”期
间，全国快递业务总量为3 . 46亿件，
比去年“双11”同期增长73%。快件单
日最高业务量出现在11月13日，为
6517万件，比去年增长85%。(新华)

有望成为近百年来最亮彗星的
ISON目前正在向太阳方向移动，并
在11月29日过近日点。连日来，中国
不少天文爱好者都观测到了这颗大
彗星的绝世风采。

据了解，被称为“世纪彗星”的
ISON是2012年发现的，来自奥尔特
星云，是一颗掠日彗星，又称“艾森
彗星”。作为2013年最令人期待天
象，连日来，我国北京、天津、黑龙
江、河北、沈阳、西藏等地的天文爱
好者在天气晴好之时，都对这颗大
彗星进行了成功观测和拍照。(新华)

科技

天文爱好者争睹
“世纪彗星”ISON风采

故宫博物院18日宣布，计划自
2014年1月1日起，除法定节假日和
暑期(每年7月1日至8月31日)外，正
式实行周一全天闭馆。

故宫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说，自
2013年1月起实行周一下午闭馆措
施以来，观众接待压力有所减轻，对
故宫博物院各项工作，尤其是对古
建筑修缮、藏品保护和观众服务产
生了积极作用，并得到了社会公众
的普遍理解。 (新华)

故宫博物院明年起
正式实行周一全天闭馆

印尼巴厘岛旅游车事故
3名中国游客遇难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一辆
载有中国游客的面包车18日在巴厘
岛发生翻车事故，目前造成5人死
亡，其中包括3名中国游客。

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总领事王
华根通过电话告诉新华社记者，失
事车辆上有一名当地司机和一名当
地导游，还有13名来自河南省的游
客。目前初步确认司机、导游和3名
中国籍游客遇难。 (新华)

10月份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检查督察情况公布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18日公
布了10月份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
督察情况。10月份，环境保护部对北
京市的房山区，河北省的石家庄市、
唐山市、邢台市、张家口市、邯郸市、
承德市，山西省的大同市，内蒙古自
治区的赤峰市等地大气污染防治情
况进行督察。各督察组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并向
当地政府进行了反馈。

环保部表示，下一步将对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
工作继续进行“一月一督察”，督促地
方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新华)

中国“天河二号”蝉联
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国际TOP500组织18日公布了
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
榜单，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
的“天河二号”以比第二名美国的

“泰坦”快近一倍的速度再度轻松登
上榜首。美国专家预测，在一年时间
内，“天河二号”还会是全球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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