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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举行媒体吹风会
介绍习近平出访有关情况

外交部30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

会，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中联部部

长助理李军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即将

对越南、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有

关情况。

刘振民表示，应新加坡总统陈庆

炎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
月6日至7日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

李军表示，应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国家主席张晋创邀请，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月5日至6日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担任中国党和国家

最高领导人以来首次访问越南，是在

中越关系进入新时期背景下进行的，

是中方推动中越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 新华

习近平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
征求十三五规划意见

中共中央8月21日在中南海召开

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

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

澳门海关关长赖敏华
公厕自杀身亡

据澳门媒体10月30日消息，澳

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召开记者会

宣布，主要官员、海关关长赖敏华身

亡，初步估计属自杀，死因有待司法

部门及法医官进一步调查。

保安司司长黄少泽表示，警方

是于30日下午3时30分接获举报，称

海洋花园公厕女厕内发现女尸，司

警及法医初步调查，没发现任何遗

书，原因待查。法医初步排除他杀。

赖敏华生于1959年1月，祖籍广东。

已婚，有2名子女。 凤凰

“蛟龙”号将于近期开展
深渊科学研究

记者从３０日举行的２０１５中国·

青岛海洋国际高峰论坛上了解到，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将于近期再次

组织试验性应用航次，为我国深海、

深渊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和样品。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技术部

副主任丁忠军在论坛上介绍，“蛟

龙”号将于近期执行中国大洋３７航

次，在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区、雅浦

海沟和马里亚纳海沟等海域开展作

业，为我国大洋资源评估和深海、深

渊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和样品。新华

54岁神华高级副总裁
王品刚在办公室身亡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0
月30日早间突然发布公告称，“本公

司高级副总裁王品刚先生于2015年
10月29日去世。目前，公司生产经营

正常”。

财新记者随即从权威信源获

悉，王品刚是29日被发现在办公室

内身亡，并非网上流传的跳楼身亡。

现年54岁的王品刚是电力工程师出

身，是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和上市公司中国神华高级副总

裁，在中国最大煤炭企业神华集团

内主管电力板块，业务能力突出，是

技术型官员。其主管的发电业务也

是神华优化产业结构的重点发展方

向。 财新

上海自贸区将适时允许
合格个人境外购房炒股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３０日公布的

《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 加快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上海自

贸区将研究启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

者境外投资试点，适时出台相关实

施细则，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开展

境外实业投资、不动产投资和金融

类投资。 新华

中国南极考察站招厨师
年薪25万

10月28日晚，一则关于南极中

国考察站招募厨师的H5在朋友圈

流传开来。“年薪20万—25万，还能

保留现在的工作和福利，这是真的

吗？”很多市民发现，这则H5招募帖

中，招募单位直指国家海洋局极地

考察办公室。

10月29日一早，记者联系上国

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招募帖是真实存在的，

此次将招募一批南极“勇士”，作为

中国第33次南极考察越冬后勤保障

岗位预选队员。除厨师外，还将招募

医生和电工、维修工和电子工程师

等。 华西都市报

浙江"9999"车牌引发斗殴
疑拍出99万

30日下午，有网友向浙江在线

官方微信爆料，称湖州市经济开发

区招投标中心发生一起斗殴事件，

有人流血受伤。两个竞拍团队为争

抢一副“浙ED9999”德清机动车号

牌，不仅开出99万元天价，甚至大打

出手，最后演变成斗殴。

记者随后自湖州经济开发区公

安分局证实，确有此事。目前，伤者

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中新

全国将开展专项行动
治理电信网络犯罪

自１１月１日起，全国将开展为期

半年的专项行动，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这是记者３０日从

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召开

的电视电话会上获悉的。

据悉，本次专项行动将对确定

的重点违法犯罪人员从重打击，坚

决查处犯罪链条上的主要违法犯罪

人员，坚决遏制当前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

根据部署，专项行动将在治理

违规行为上重点下功夫，对违规出

租电信线路、使用非实名电话卡、银

行卡等７类重点违规行为，开展全国

大排查和重点治理，切实阻断电信

诈骗犯罪的实施途径和渠道。新华

驾驶摩托车飙车
男子被判拘役３个月

３０日，在北京二环危险飙车的

男青年庞国钦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

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庞国钦危

险驾驶罪名成立，判处拘役３个月，

罚金３０００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

院指控，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２日凌晨３时许，

被告人庞国钦为寻求刺激，驾驶无牌

照的雅马哈牌Ｒ１型摩托车，违反禁令

标志指示由北京市东城区玉蜓桥出

发，绕行二环主路外环一周，超过规

定时速５０％以上行驶，且多次违反禁

止标线指示变道超车，摩托车迈速表

显示最高时速达２３７ｋｍ／ｈ。新华

西藏一厅级干部被批捕
记者３０日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获悉，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原副局长欧噶涉嫌受贿罪

被批捕。１０月１４日，西藏自治区纪委

发布消息称，欧嘎严重违纪违法被

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欧嘎在西藏

那曲地区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收受贿赂；违反社会主义道

德，与他人通奸；在接受函询时，不

如实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新华

老人挖出雪白太岁
有人出价50万买走

29日下午，记者在青岛城阳

区一家名为俏红楼的火锅店见到

了一个活着的雪白太岁。记者了解

到，这个太岁是其老板花50万元从

一名枣农手里购买的，且经过了

专家鉴定，为少见的极品太岁。

据店老板介绍，这个太岁是他

从西海岸红石崖街道一名姓郭的

老人手里购买的。因为种植的枣树

得了怪病，只能砍掉重栽。老人联

系了挖掘机清理枣树，没想到从一

个树根坑里发现了一个“大白球”。

经鉴定，确认“大白球”是俗称“太

岁”的肉灵芝。 青岛新闻网

IMF执董会将于１１月
讨论人民币“入篮”事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新

闻发言人格里·赖斯２９日重申，

ＩＭＦ执董会将于１１月开会讨论是

否 将 人 民 币加入 特 别 提 款 权

（ＳＤＲ）货币篮子，相关评估工作

正在按计划进行。

ＳＤＲ是ＩＭＦ于１９６９年创设的

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

员国官方储备不足，其价值目前

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组成的

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 新华

朝鲜确定明年5月
举行党代表大会

朝鲜中央通讯社３０日报道，

根据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决

定，劳动党定于明年５月举行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将是朝鲜劳

动党３６年以来首次举行全国代表

大会。朝鲜劳动党上一次举行代

表大会是１９８０年的第六次代表大

会。 新华找枪手替考
中国学生在美面临监禁

美国一家联邦法院２９日证

实，一名中国女子已经就涉嫌利

用他人替考的成绩获得大学录取

而向法庭认罪。法院方面定于明

年初作出量刑裁决，这名学生可

能面临最高５年监禁。

按照检方说法，这名２１岁的

邹（音译）姓女子通过男友联系一

家非法替考机构，并提供了自己

的护照信息。对方伪造了两本信

息相同、但照片为其他两名替考

女子的假护照。

此后，两名替考女子冒充邹

姓女子身份，先后在匹兹堡参加

了“托福”和ＳＡＴ测试。邹姓女子分

别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和２０１４年３月将上

述考试成绩提交给弗吉尼亚理工

大学，最后获得后者录取。 新华

女孩赤脚梦游14公里
3小时后睡在叔叔家

据美国媒体29日报道，美国

丹佛市一位爸爸早上起床后，突

然发现19岁的女儿泰勒不见了，

于是急忙报警。3个小时后，女孩

被发现穿着睡衣在9英里（约14公
里）之外的叔叔家中呼呼大睡，原

来她是梦游到了叔叔家中。

泰勒一直有梦游的毛病，以前

只是在家里梦游，这次她居然赤脚

梦游离开了家，又乘汽车又走路，

到了9英里外的叔叔家。 中新

韩美正商讨在韩部署
“萨德”反导系统

据韩媒30日报道，研发“萨德”

系统(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

系统)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层

人士称，韩美正围绕在朝鲜半岛部

署“萨德”的问题进行讨论。

萨德系统是美国末端高空区

域防御系统的核心手段，拦截高

度达40-150公里。美国主张，由

于韩军拥有的“爱国者”PAC-2
拦截导弹的拦截高度仅为20公
里，因此如果美国在韩国部署萨

德系统，韩国将可以更有效地拦

截来自朝鲜的飞行物。 中新

5人合买彩票10年
终中1亿美元大奖

据外媒报道，美国彩票官员

29日公布说，两名电召车司机、一

名家庭主妇、一名教师和一名小

商店老板组成的5人小团队连续

10年合买彩票，上个月中1 .06亿美

元的大奖。据悉，五个人一次领奖，

每人可得税前收入1310 . 2595万
美元。 中新

担心被警察杀害
美黑人青年邻国“避难”

加拿大入境和难民事务局２９

日说，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因担心

会因自己的肤色而被警察杀害，

逃至加拿大寻求庇护。

３０岁的凯尔·吕德尔·坎蒂今

年９月到温哥华，随后申请难民身

份，寻求庇护。坎蒂在加入境和难

民事务局１０月２３日的一次听证会

上说：“我很担心自己生命（受到威

胁），因为我是黑人。”加入境和难

民事务局一名发言人说，坎蒂递交

了很多材料，包括媒体有关警察暴

力的报道以及他在美国６个州同当

地警察“互动”的视频记录。 新华

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

副台长（副厅级）赵红梅受贿、贪污

一案１０月３０日在安徽省淮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机关

指控赵红梅贪污公款１６０余万元，受

贿近５７０万元。 新华

安徽广播电视台
原副台长赵红梅受审

美战机驱离
飞近美航母的俄轰炸机

美国白宫２９日证实，美国战

斗机日前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日本

海国际海域升空拦截并驱离了飞

近“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的俄罗

斯轰炸机。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新闻

吹风会上表示，当时“罗纳德·里

根”号航母正在参加与韩国海军

举行的军事演习。韩国战机首先

升空拦截俄轰炸机，随后美海军

第五航母飞行中队派出４架Ｆ／Ａ

－１８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升空，伴

随俄轰炸机飞行，直到它们飞离

该区域为止。这次事件没有导致

“严重对抗”。 新华

云南昌宁发生5 . 1级地震
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

间2015年10月30日19时26分，在云

南省保山市昌宁县（北纬25 . 1度，

东经99 . 5度）发生5 . 1级地震，震源

深度约10公里。震中位于昌宁县大

田坝乡。已知该乡其中一个村约５００

户农房不同程度受损，主要是围墙

倒塌、墙体拉裂、梭瓦。

省民政厅救灾处电话联系昌宁

县大田坝乡党委书记郑娇，据郑娇介

绍，目前大田坝乡正组织各个村委会

逐户核查灾情，暂无人员伤亡。新华

男子由死缓改判无罪
被控杀死女友

记者３０日从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了解到，“陈灼昊故意杀人案”

排除非法证据，二审终审改判无

罪。这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

年以来第二次将死缓改判无罪。

２００９年１月，一名年轻女子在广

州市天河区某出租屋意外死亡。侦查

机关认为其前男友陈灼昊有重大作

案嫌疑。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开庭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陈灼昊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审后，陈灼昊

不服，提出上诉，称自己没有杀人。广

东省高院作出发回重审的裁定，广州

市中院重审后仍维持死缓原判，陈灼

昊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新华

海军司令警告美国:
继续挑衅或致擦枪走火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

胜利２９日晚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约翰·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视频通

话，对美海军舰艇２７日擅自进入中

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事

件表示严重关切。

吴胜利指出，如果美方继续进

行这种危险的挑衅行动，双方海空

一线兵力之间极有可能发生严重

紧迫局面，甚至擦枪走火。希望美

方珍惜中美海军之间来之不易的

良好局面，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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