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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
（濠江海鲜酒楼内侧）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招聘
文员一名，女性优先，工资面

议，地点石狮15805980016

诚聘
石狮和兴医药公司急招营业

员数名，月薪3000元加抽成

13506936036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本地户籍）、旅运部1名、

保安1名（35-50岁）、

A1证大客车驾驶员

15860931990

诚招合作
混凝土减水剂技术设备

电话：18959784111

诚聘
本公司专业生产休闲裤，

诚聘：设计，生产主管各1名

联系电话13905959221

诚聘
男装设计，打版，样衣工，会计
15695955899

佳美
石材护理 新房外墙地毯清
洗15905024685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人才市场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诚 聘

二氧保护焊工
普工

13905059758

旅游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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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 套房
套房出售

石狮玉浦花苑 20楼
129m2，6楼101m2；群英
中 路 新 华 友 14楼
151m2，车位1个；八七路
司法局旁停车场上面1
楼90m213645929999

求购幢楼
求购市区幢楼：
2-3间店面1-6楼
以上，要求手续齐
全，交通方便
13960200089蔡

餐厅转让
因业主出国发展，营
业中中餐火锅店转
让，接手即可营业。
1805099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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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雅得11月4日电 沙特阿拉伯国家电

视台4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

得国际机场方向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沙特防空部

队拦截并摧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据报道，这是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

动两年多以来，胡塞武装首次将导弹射向沙特首都。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

占领也门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年3月，沙特等国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

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

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导弹
被拦截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这不仅仅是“反腐风暴”
在沙特国王萨勒曼4日宣布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的当晚，就有11名王子、4名现任大臣和11名前大臣因涉贪被逮捕

沙特国王萨勒曼4日晚宣

布，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

当晚，11名王子、4名现任大臣、

11名前大臣因涉贪被捕。

穆罕默德自今年6月被擢升

为王储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

重塑沙特形象的重大举措。而这

场突如其来的“反腐风暴”，更是

让这位31岁的王储再次站到了

聚光灯下。

“总管先生”的大手笔

据沙特媒体报道，被捕的王

子中，包括有“沙特首富”之称的

阿勒瓦利德、前利雅得省省长等；

被捕高官则包括经济和计划大

臣、前财政大臣、前沙特航空公司

总裁、前沙特电信公司总裁等。

作为新晋的最高反腐委员会

主席，穆罕默德王储显然在这场

声势惊人的“反腐风暴”中扮演了

关键的角色。

自半年前被立为接班人以

来，在萨勒曼国王支持下，穆罕默

德王储主导推出一系列政策举

措，在国内外屡屡制造轰动效应，

特别是在赋予沙特女性一些此前

被禁锢的权利方面。

今年7月，沙特教育部首次

允许公立学校女生开展体育活

动。9月，萨勒曼国王颁布命令，

允许女性从2018年6月起驾车，

这是沙特女性首次获得驾车权。

10月，沙特体育总局宣布，从明年

初起，沙特女性可以进入该国3

个体育场观看比赛。

穆罕默德王储的大手笔改革

计划并不仅限于此。日前，他宣

布了一项空前宏伟的建城计划，

将投资5000亿美元在沙特西北

部打造一座新城。新城将聚焦能

源与水、生物科技、食品、先进制

造业和娱乐业等九大行业，未来

完全依靠新型能源供电。他将这

座未来新城形容为“全球追梦者

之地”。

作为世界石油出口大国，沙

特近年受国际油价低迷影响甚

巨。现任国王萨勒曼2015年1月

继位后，一步步将儿子穆罕默德

扶上王储之位，并支持其大展拳

脚，推出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举

措。在沙特的西方外交官圈子

里，穆罕默德王储因此被称为“总

管先生”。

雄心与障碍

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穆罕

默德王储有着推动沙特转型的勃

勃雄心。

去年4月，时任副王储的穆

罕默德便推出了“2030愿景”，主

要内容包括建立2万亿美元的巨

型主权财富基金、出售国家石油

公司股权、削减石油补贴和扩大

投资，试图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

的“双轮驱动”，实现沙特的成功

转型。

就任王储后，穆罕默德巩固

了在国内的权力，“2030愿景”的

执行力更强。在社会改革方面，

他主张允许女性驾车，鼓励妇女

参政议政，改变沙特保守封闭的

国际形象。近日，他甚至公开宣

布，沙特应该回归对所有信仰都

持开放态度的“温和伊斯兰”国

家。

穆罕默德有两儿两女。由于

每天忙于政务，他把教育孩子的

重任托付给妻子萨拉公主。当有

媒体询问其家庭情况时，穆罕默

德会露出招牌式的灿烂笑容：“妻

子经常因为教育孩子的问题向我

诉苦。”

在军事和外交领域，穆罕默

德则展现强悍风格。

在伊朗问题上，穆罕默德态

度强硬，声称要对伊朗“硬碰硬”，

除非伊朗改变其政策。2015年3

月，刚担任国防大臣不久的穆罕

默德就发动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

军事行动。此外，他还主张大力

发展本国军工产业。

穆罕默德这两年多来访问了

多个主要大国，同一些大国领导

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为沙特谋求

国际支持，同时也提升了他个人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他2015

年5月访问美国后，时任美国总

统奥巴马曾评价他“非常博学、聪

明、智慧”。

今年3月，穆罕默德再次访

问美国，同新任总统特朗普会

面，并劝说特朗普将就任后首访

放在沙特。果然，特朗普首访从

沙特开始，打破了多年来美国总

统首访邻国墨西哥或加拿大的

惯例。

不过，穆罕默德推动沙特转

型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其新政要

想取得成功，不仅要团结相对开

明的精英阶层，更关键的是要克

服宗教保守势力的阻力，有效动

员起普通民众。 （新华）

环球博览

11月4日，在罗马尼亚首都
布加勒斯特，一名女子展示参赛
猫咪。

2017年秋季国际猫咪选秀
赛当天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
斯特开幕，约300只来自世界各
地的猫咪参加了比赛。 （新华）

国际猫咪选秀赛
在罗马尼亚首都举行

新华社莫斯科11月4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4日

宣布，俄空天部队当天出动图－22M3远程轰炸机

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中打击。

俄国防部说，图－22M3远程轰炸机从俄境内

起飞，经伊拉克和伊朗领空，空袭了盘踞在叙利亚

代尔祖尔东部边境城市阿布卡迈勒的“伊斯兰国”

目标，摧毁了极端组织的武器库、弹药库和指挥

部。俄国防部官网还公布了图－22M3执行空中打

击任务的视频。

这是俄空天部队和常驻地中海的俄海军机动

编队连续第五天对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支持。

叙利亚政府军自9月初攻入代尔祖尔省首府

代尔祖尔市后，一路南下，目前正向阿布卡迈勒推

进。

俄再次出动远程轰炸机
打击“伊斯兰国”

新华社越南岘港11月5日电 来自越南中央预

防自然灾害指导委员会的消息说，4日凌晨在越南

中部登陆的台风“达维”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0

人，另有17人失踪。

据悉，17名失踪人员来自7艘运输船只。这些

船只在台风引起的强风和大浪中沉没，船上共载有

76人。除失踪人员外，其余人已被救起。失事船只

所属国籍目前不明，但有关部门已确认失踪人员均

为越南人。

“达维”至今已摧毁500余栋房屋，中部平定省

和广南省的一些公路和铁路路段因发生泥石流而

无法通行，庆和省和富安省部分地区断电。

台风“达维”
在越南导致20人死亡

新华社墨西哥城11月4日电 据墨西哥当地媒

体日前报道，曾波及欧洲多国的“挂牛头卖马肉”事

件如今又现墨西哥街头。最新调查显示，包括首都

墨西哥城在内多个城市抽样调查的牛肉及牛肉制

品中被掺入了马肉。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兽医学院研究人员在墨

西哥多个城市的公共市场、肉店、街头摊贩等处，采

集了433个牛排、绞碎牛肉及牛肉制品样本，并进

行分析。结果发现，近10％的样本中含有马肉

DNA（脱氧核糖核酸）。

2013年初，欧洲多地出现“马肉风波”。由于马

肉价格便宜，不法商家会将其掺入牛肉等肉类产品

中售卖，以牟取暴利。

墨西哥也曝“马肉风波”
抽查显示10%牛肉含马肉

新华社内罗毕11月4日电 联合国排雷行动处

4日发表声明说，南苏丹超过600万人生活在受地

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威胁的地区，平均每月有150

枚各类爆炸物被发现。

这些爆炸物不仅阻碍了平民逃离冲突频繁地

区，还妨碍了人道主义救援，并阻碍了该国的社会

经济发展。

南苏丹超过600万人
受地雷等爆炸物威胁

心脏疾病与动脉血管中的
脂肪栓塞有密切关系。但一项
新研究显示，脂肪分子不仅来自
食物，还可能来自口腔中的某种
细菌。这一发现可以解释为什
么牙周疾病经常与心脏疾病相
关。

一般情况下，这种细菌只在
口腔和胃肠道中保持活跃。在
合适环境中它们可能会引发牙
周疾病，但不会侵蚀血管。不
过，它们所产生的脂质却能轻易
穿过细胞壁进入血液中。研究
人员认为，这种细菌脂质和人体
原生脂质的化学差异也许是导
致心脏疾病的原因。 （新华）

心脏病可能与
口腔中的细菌有关

乐高积木陪伴了一代又一

代人的成长，如今，在乐高发源

地，丹麦比伦德，乐高公司用

2500万块积木造出了占地1万

2千平方米的房子，想不想来住

一晚？

这是乐高与商业合作伙

伴共同举行的一次活动，参选

家庭将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

你有数不尽的乐高积木，你想

造出什么？最终获胜的家庭

将在11月24日被邀请来到这

个梦幻的乐高之家，实现最终

梦想。

获奖家庭可以在房子里随

意走动、玩耍、见到各种意想不

到的惊喜：栩栩如生的树实际

上是用600万块积木造成的；在

“大师画廊”里，还收藏了世界

各地乐高爱好者的神奇巨作。

成年人还可以看到乐高历

史展览，回忆儿时经典。除此

之外，这栋“豪宅”里真的是有

卧室的！当然，床也是用积木

搭成的，床头还有令人惊叹的

“积木”瀑布，甚至，还有一只可

爱的猫咪，伸懒腰的样子简直

以假乱真。 （中新）

梦幻城堡！
2500 万块乐高

积木搭出一座豪宅

多名中国游客在巴黎近郊被抢
新华社巴黎11月4日电 据

法国媒体4日报道，多名中国游

客本月2日在巴黎近郊被抢劫。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4日向新华社

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已

要求法国警方尽快破案。

据使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尚未有被抢中国游客与使馆

联系。在看到法国媒体相关报道

后，使馆已在第一时间联系法国

警方并督促其尽快破案，法国警

方表示将全力侦破此案。

据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等

媒体4日报道，巴黎时间2日晚8

时40分左右，多名中国游客在位

于巴黎东南郊的瓦勒德马恩省

弗雷讷市一家宾馆门口的停车

场集合时，4名匪徒向人群扔出

催泪瓦斯，借机实施抢劫。据报

道，至少有2名中国游客因吸入

催泪瓦斯产生轻微不适，多人财

物被抢，损失金额目前尚不清

楚。

另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

此次被抢的中国旅游团将近40

人，他们已于巴黎时间3日启程

回国。报道说，今年底到法国旅

游的中国游客较多，劫匪特意选

择这一时机作案。中国等国游客

被普遍认为有携带现金的习惯，

也是其常成为劫匪抢劫目标的原

因之一。

中国驻法大使馆近年来已多

次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安全提

醒，赴法旅游的中国公民和旅法

侨胞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特别

是在晚上外出活动时，提高警惕，

加强自我安全保护。如遇紧急情

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法使

领馆联系。

专家称疫苗是提升全球健康的合算方案
新华社首尔11月5日电 国

际疫苗研究所所长金瀚植5日接

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疫苗是提

升全球健康的合算方案，并呼吁

国际社会与制药企业携手为人们

提供安全与负担得起的疫苗来抗

击传染病。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7

年在韩国首尔创立了国际疫苗研

究所，它是全球唯一一家为贫困

人口开发廉价疫苗的国际研究机

构。金瀚植在研究所运营20周

年之际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道，

药物当然是提升全球健康的一种

方案，但疫苗是更为划算的方案。

金瀚植指出，疫苗每年可以

帮助预防200万至300万人的死

亡。国际疫苗研究所曾于2011

年研制出霍乱疫苗，主要供给发

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位于非

洲。然而研发一种疫苗需要在至

少10年的时间里持续投入资金

和人力，因此制药巨头是研发疫

苗的先锋。

金瀚植认为，人们应该重视

中东呼吸综合征、拉沙热等新兴

疾病疫苗的研发。很多决策者以

为，一些疾病并不会影响到自己

的民众，就对这些疾病不予重视，

但实际上“病毒和我们只隔着一

架飞机”。

国际疫苗研究所目前正在

和美国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韩国三星基金会等非营利组

织合作，由这些非营利组织注入

基金，帮助科学家将实验室的候

选疫苗投放市场。金瀚植呼吁

更多国家、大企业和公众能够投

入资金、人力等资源帮助该所研

发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