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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车司机利用拉客
强奸、抢劫３名女性

昆明警方最近抓获了一名黑车

司机，他利用拉客之机强奸、抢劫过３

名女性。今年９月２７日１７时许，３８岁的

杨某某坐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路上

她睡着了，等醒来时，杨某某发现自

己身处一片空旷的工地，当车停下来

以后，她不仅被对方拿刀威胁着交出

了银行卡、说出了密码，还遭到了强

奸。１０月２日，２２岁的打工女万某一上

黑车就低头玩手机，最后也遇到了同

样的事情。被强奸后，对方还逼她向

朋友借钱，最后放走她时竟说“小姑

娘，以后千万不要坐黑车，还是坐公

交车最安全”。 新华

“为女生拧松饮料瓶盖”
列入华东交大学生手册

“让女生走在马路内侧”、“为女

生拧松饮料瓶盖”、“走路避开女生

背包的一侧”……华东交通大学新

增至《学生手册》中的《华东交通大

学学生行为规范》受到该校学生的

一致好评。《行为规范》中包括了学

生上课、用餐、行走坐立、言谈举止

等行为的具体做法，细致入微。如有

“会议或课程结束不喧哗，主动把椅

子轻轻移至规定位置……”“乘坐电

梯先下后上，进电梯靠墙……出电

梯时用手挡下电梯门，让别人先出”

等20条规则。 综合

警方摧毁千人传销团伙
老总均为“自家亲戚”

记者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获

悉，当地警方日前从一起群众报警入

手，进行深挖细查，摧毁一个家族式

千人传销团伙，１５名骨干成员悉数落

网。“这个传销团伙最明显的一个标

志就是家族式的，四名传销老总，冯

某宇和冯某豪是堂兄弟，冯某豪和冯

某元是亲兄弟，冯某宇的老婆是张某

的姐姐，七个经理室的大总管和自律

总管也均是他们的亲戚担任。”办案

民警告诉记者，“四名犯罪嫌疑人牢

牢掌控着整个团队，而下线人员的申

购款被他们瓜分后，被他们用于购买

奢饰品、出国旅游，其中一名嫌疑人

还订购了一台百万元的豪车。 新华

华尔街奖金今年或缩水

随着交易收入减少，纽约华尔

街银行家和交易员今年的红包恐将

缩水。美国高盛集团１５日说，受累于

固定收入、外汇和大宗商品业务业

绩欠佳，高盛今年第三季度划入奖

金池的资金比去年同期减少１６％。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１３日说，今年第

三季度划入奖金池的资金同比减少

１３％。咨询机构约翰逊同仁公司董

事总经理艾伦·约翰逊预期，华尔街

奖金今年可能减少大约１０％。新华

阿里拟45亿美元收购
优酷土豆

10月16日，阿里巴巴和合一集

团（原名优酷土豆集团）联合宣布，

阿里巴巴已经向优酷土豆董事会发

出要约，全面收购优酷土豆集团。按

照每ADS（美国存托凭证）26 . 60美
元计算，预计总金额将超45亿美元。

阿里巴巴方面告诉记者，此次交易

完成后，优酷土豆将从美国退市，成

为阿里巴巴全资子公司。澎湃新闻

5人组团扮尼姑和尚
专骗空巢老人

两男三女假扮和尚尼姑相互掩

护组团行骗，以消灾减祸为名专骗

农村空巢老人。记者10月16日从重

庆江北警方获悉，因5人诈骗金额不

大，并将所骗现金全部退还给村民，

民警将其法制教育后释放。15日下

午，江北区五宝镇派出所民警在巡

逻中接到群众报警，称在五宝镇下

湾村有5人装扮成和尚、尼姑进行诈

骗。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民警迅

速赶到现场将5人抓获。民警在假僧

尼的随身物品里，找到了伪造的证

件、伪造的在寺庙里的工作照片和

一些佛教用品。经审讯5人交代，他

们都是安徽农民，系同乡，年纪均在

40岁左右。 中新

女子闯红灯被撞飞10多米

在10月13日，江苏镇江，104国
道句容市后白镇的夏王红绿灯路

口，51岁的朱女士无视交通信号灯、

闯红灯抢行时，被轿车撞飞10多米，

险些丧命。警方调取了事发路口监

控，还原了事故发生时惊险一幕。具

体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此事再

一次警示，不管是走路还是开车，一

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综合

成都现咧嘴“石狮王”
高6 . 5米全国最大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10月15日宣

布，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文物调查

中，发现了一尊高达6 .5米的石狮。其

体积之大，堪称“中国狮王”。高6 . 5
米、长4 . 7米、宽3 . 37米，重六七十吨。

石狮原本是一处崩落的崖石，被整体

雕刻而成。石狮颈系一铃，胸前还蹲

着一头活泼可爱的小狮子。整座狮

像，采用了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雕

刻技法，石狮也一反庄重、威严的模

式化形象，极具民间风格。 综合

３５３万日元
日本婚礼费用创新高

这个蛋糕太吓人

加拿大多伦多糕点师约兰

达·甘普为迎接万圣节制作了一

款大脑造型的蛋糕，因为造型逼

真，做完后自己都被吓得够呛。用

甘普的话说：“这个人脑看着仿佛

刚从头颅中取出，我不知道谁会

吃这个蛋糕，但是我保证味道很

好。”视频显示，甘普先照着一个

大脑模型在一个不锈钢碗里塑造

出蛋糕大致形状，然后在上面盖

上用糖霜捏成的圆条，模拟出大

脑沟回，最后在这些糖霜上抹上

一层去籽覆盆子果酱，制作出“血

淋淋”的效果。 新华
美拒向韩转移
战机核心技术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１５日与到访的韩国国防部长官韩

民求举行会谈。其间，韩民求请求

美方积极考虑向韩方转移韩国国

产战机研发项目ＫＦ—Ｘ所需的４

项核心技术，但卡特没有松口。分

析人士担心，美方迟迟不为韩方

提供核心技术恐怕将导致ＫＦ—

Ｘ项目遭遇挫折，拖累韩国战机

本土化进程。 新华

“最大”大象遭猎杀

继美国一名牙医猎杀“狮王”

塞西尔引发动物保护人士与狩猎

行业之间唇枪舌剑后，一名德国

人在津巴布韦戈纳雷祖国家公园

猎杀一头“最大”大象，引发争议。

狩猎圈估计，这头象年龄在４０到

６０岁之间，一对象牙重约５４.４公

斤，这是近３０年来在非洲被杀死

的个头最大的大象。另据报道，非

洲南部的津巴布韦１０月连续发生

４起盗猎者用氰化物毒杀大象事

件，造成北部与西北部两大国家

公园至少４０头大象死亡。 新华

动物园当众解剖幼狮

丹麦第三大城市欧登塞一

家动物园１５日当着一群小朋友

的面解剖了一只被安乐死的幼

狮，招来舆论一片讨伐声。由于

这家动物园狮子太多，园方９个

月前安乐死了这只９个月大的幼

狮，将其保存在冰库中，希望待

１０月中旬学校秋季假期时当众

对其实施解剖，以向更多学生普

及动物科学知识。 新华

美陆军对外军售
约２００亿美元

美国陆军装备司令部提供的

数字显示，美国陆军２０１５财政年度

的对外军售额为大约２００亿美元。

按照这一司令部司令丹尼斯·维亚

的说法，对外军售是“不断增长的

生意”。美国《国际财经时报》报道，

尽管维亚称“不断增长”，但预计

２０１６财年美国陆军这一对外军售

可能“缩水”至１５０亿美元。 新华

蒙古国谋永久中立
拟变身“亚洲瑞士”

蒙古国领导人近来正式提出

效仿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该

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等正在外

交层面协调，并推进国内相关立法

工作。蒙古国地处中国和俄罗斯之

间，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若

成为永久中立国，蒙古国与他国进

行军事演习将受到限制，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中直接行使武力也将

受限。蒙古国北部与俄罗斯接壤，

东南西三面与中国为邻，是亚欧大

陆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国家。

新华

白宫５０年来
首迎古巴乐队

古巴“好景俱乐部”乐队１５日

在美国白宫一场活动的招待会上

演出。这是白宫５０多年来迎来的

首支古巴乐队，美国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对乐队表示热烈欢迎，“你

们能够来到这里（白宫）真是太好

了”。他还风趣地说自己可能在

１９９８年还买过这支乐队的唱片光

盘。美国和古巴１９６１年断绝外交

关系，今年７月复交。 新华

外交部回应
“日本邀请习近平访日”

1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

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

习近平主席昨天会见日本公明党党

首山口那津男时，山口转交了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并转达了

对习近平主席明年春天访问日本的

邀请。中方是否会考虑接受这一邀

请？”华春莹说：“应中联部邀请，山

口那津男党首率领日本公明党代表

团于10月13日至16日访华并出席亚

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根据会

议安排，山口党首于15日下午参加习

近平总书记集体会见，其间山口与习

近平总书记进行简短寒暄，并转交了

安倍首相的亲笔信，表达了安倍首相

在国际会议期间实现中日领导人会

晤的愿望。高层交往对推动双边关

系发展具有特殊重要作用，也离不

开两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希望双

方共同努力，为两国高层交往创造

有利条件和氛围。” 外交部网站

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部署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指导意见》指出，建

设海绵城市，统筹发挥自然生态功

能和人工干预功能，有效控制雨水

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

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有利于修

复城市水生态、涵养水资源，增强城

市防涝能力，扩大公共产品有效投

资，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指导意见》明确，通

过海绵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

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到

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

积达到目标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

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

求。 新华

台湾粉尘爆炸案侦结
活动主办人被提起公诉

台北士林地检署１６日对外公

布，历时三个多月的新北粉尘爆炸

案件侦查工作于当日终结，活动主

办人吕某某因涉犯业务过失致死、

业务过失重伤害、业务过失伤害罪

而被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称，结果

认定活动主办人即被告吕某某对彩

色淀粉具有引发尘爆危险性而有致

人伤亡之事实，预见其发生而确信

其不发生，而未告知现场工作人员、

志工及参加彩色派对活动民众，未

对现场工作人员施以安全操作教育

训练，竟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

对”活动中，贸然由操作人员以二氧

化碳钢瓶喷撒淀粉于舞池民众，造

成现场爆燃，致多人死伤。６月２７日

晚，新北市八仙水上乐园粉尘爆炸

造成近５００人受伤。 新华

经济

照了这张合影后
普京问她的住址

近日，俄罗斯大学生模特

Violetta晒出自己与总统普京的

合影。据悉，14日普京出席F1大
奖赛索契站比赛并为选手颁奖。

赛场模特Violetta在宴会结束后，

不顾安保人员阻拦，请求普京自

拍合影，普京答应了她的请求，并

询问了她的全名和住址。 综合

在日本，新人结婚成本不断增

加。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一

对新人举办婚礼的平均费用已增加

至近３５３万日元（约合１８.９万元人民

币），比２０１４年增加了约１９万日元，

创下１９９４年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的

最高值。受访者表示，婚礼费用增加

与消费税上调有关。去年４月，日本

政府把消费税从５％调升至８％。

邻国韩国情况也与日本类似。韩

国女性家庭部今年９月发布的数据显

示，子女结婚时，男方父母平均花费

约为８０００万韩元（约合４３．７万元人民

币），女方父母平均花费约６０００万韩

元（３２．８万元人民币）。 新华

日本也有“楼歪歪”

日本三井不动产集团销售的

横滨市都筑区一幢公寓楼发生倾

斜，现已查明多根地桩未能合规，

负责公寓建筑的旭化成建材公司

伪造地桩数据。旭化成建材所属

的母公司旭化成工业公司１５日表

示，将调查旭化成建材施工打桩

的公寓和商业设施等建筑。日本

媒体报道，这些建筑数量或多至

３０００幢。 新华

10月16日，以“科技创新与历史

责任”为主题的第二届重庆（国际）青

年科学家论坛开讲。我国著名数学

家、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景中说，学数学可以养成科学看问

题的思维方法。“其实，人群中只有

5%的人适合学奥数。奥数更多是一

种思维，学习奥数不能强迫，有兴趣

的学生应当给予适当引导。” 中新

中科院院士：
只有5%人适合学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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