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兰国”人员开始逃离
面对猛烈的空中打击和地面进攻

据新华社电 面对猛烈的
空中打击和地面进攻，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大本营拉卡开
始出现恐慌，正在加固城防和
转移人员。

拉卡市位于叙利亚北部，
去年初遭“伊斯兰国”占领并作
为大本营。

当地居民说，由于反“伊斯
兰国”武装进逼以及俄罗斯和
法国加强空袭，“伊斯兰国”人
员近来开始强化防御，在通往
这座城市的道路上挖了大量壕

沟。他们还在城外堆放许多灌
注汽油的轮胎，准备在受到进
攻时点燃。

由于空袭猛烈，“伊斯兰
国”高层命令手下的武装人员
撤离营地，躲入居民区，而且只
能在小街小巷中移动，以避免
被飞机发现。另外，他们下令，
夜间禁止开汽车。

拉卡原居民哈立德18日
告诉美联社记者，10月下旬开
始，“伊斯兰国”禁止当地居民
逃难，而且最近强化了这一禁

令。现在，居民人心惶惶，害怕被
“伊斯兰国”用作“人体盾牌”。哈
立德眼下居住在土耳其，不过仍
与住在拉卡的亲戚朋友保持通信
联系。

位于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
权观察”组织18日援引当地居
民的话说，由于担心安全，“伊斯
兰国”高层正在把家属从拉卡向
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市转移。

9月30日以来，俄军已经发
动近 1900次空袭，摧毁大约
2700个“伊斯兰国”目标。

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多
支阿拉伯人武装10月组成“叙
利亚民主力量”联盟，联手对付
“伊斯兰国”。这一联盟获得美国
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多国部队
空袭支持，夺取了一些“伊斯兰
国”控制的城镇并持续向拉卡推
进，已经进抵拉卡以北大约 50
公里的艾因伊萨镇。

此外，这一联盟还在向距离拉
卡大约 150公里的另一个镇逼
近。如果夺取这个镇，他们打算从
那里和艾因伊萨镇分头进攻拉卡。

姑娘们冬天易暴躁
新华社微特稿 冬天来了，白天变得越来越短。这个时

候男士们要小心啦，因为女士们可能会像仓鼠那样打开了
体内的“季节性攻击开关”。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人员用
130只仓鼠做实验。先让它们经历一周白长夜短，接下来的
10周里，45只仓鼠的生活环境被调整至白短夜长，其他仓
鼠不变，但是要接受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注射，以刺
激它们的情绪。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白短夜长环境里的仓
鼠攻击性明显增强，体内控制睡眠的褪黑素和控制情绪的
脱氧表雄酮（DHEA）分泌增加。而生活在白长夜短环境中
的仓鼠即使注射了ACTH也没有什么变化。DHEA由肾
上腺分泌，仓鼠的肾上腺系统与人类类似。参与研究的妮
基·伦登说，研究表明，“冬季攻击行为”由肾上腺而非性腺
分泌的性激素引发。当前人们研究情绪时主要关注的是性
腺分泌的睾丸激素，而这一研究为情绪研究指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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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合作共赢 共促亚太繁荣
习近平出席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马尼拉11月19日电!记

者陈贽 李斌 刘华 " 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9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深化伙伴关系 共
促亚太繁荣》的重要讲话，强调亚太是拉
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我们应该立足当
前、面向未来，运用亚太经合组织这一重
要平台，推进合作共赢，让亚太继续引领
全球增长。

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主题为“打造包容性经济，建设更美好

世界”。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去

年11月，我们齐聚北京，共同
描绘亚太发展蓝图。时隔一年，
我们再次聚首，目标仍然是深
化亚太合作，推动亚太共同发
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着眼
长远，完善亚太中长期合作战
略架构。亚太合作要谋划大手
笔、塑造大格局。要保持合作的
战略性、前瞻性、进取性，确定

重点领域的目标、举措、时间表。
我们要改革创新，为亚太经济寻
找新的增长动力。要推进发展方
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创新
步伐。要扩大和深化在城镇化、互
联网经济、蓝色经济等具有巨大
潜力领域的合作，打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我们要推进一体化，打造
开放型亚太经济。要尽早建成亚
太自由贸易区。各方在推进区域
贸易协定进程中，要保持开放包
容，谋求合作共赢，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要继续为结束多哈回合谈判
提供强有力指导，推动世界贸易组
织第十届部长级会议达成平衡、有
意义、符合发展内涵的成果。我们要
采取行动，把共识转化为成果。要大
力推进互联互通蓝图，解决亚太发
展的瓶颈性问题。中国及有关国家
正在加紧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中方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稳步推
进。中方愿继续为加强亚太经合组
织能力建设作出贡献。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将深化
同亚太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
通，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
已经提出了“十三五”规划建议，将
大力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
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中国有
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为亚太创造更多机遇、带
来更多福祉。

在马尼拉与会期间，习近平还
同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
事长萧万长简短寒暄。

喝咖啡或有助长寿
新华社微特稿 爱喝咖啡的人注意啦，喝咖啡可能有助

长寿哦！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了近20万受过良
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人群后发现，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
喝三到五杯咖啡的人早死几率低15%。不仅如此，他们死于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和自杀的几率也低。参与
研究的沃尔特·威利特表示，这并非咖啡因的“功劳”，因为喝
低因咖啡也能带来这些益处。他猜测，咖啡豆本身具有多种
营养物质和植物化学物，可能是这些物质的综合作用才带来
这样的效果。不过，对于那些有吸烟史的人来说，咖啡就没有
什么用了。因此，若是你喜欢喝咖啡，又不会因为喝咖啡失
眠、心悸什么的，就继续喝下去。若是对咖啡因不耐受，喝点
低因咖啡也可以。相关研究报告发表于《循环》杂志。

山口百惠夫妇十连冠
日本评“最佳夫妇”

据新华社微特稿 11月22日是日本“恩爱夫妇日”。一
家保险企业18日公布“最佳名人夫妇”评选结果，今年迎
来结婚35周年、即“珊瑚婚”的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夫妇以
压倒性优势获得“十连冠”。明治安田生命保险公司10月
中上旬对日本全国范围1600名20岁到79岁的已婚男女
进行调查，其中50岁至79岁的人都选择三浦夫妇为第一
名。现年63岁的三浦友和与56岁的山口百惠在荧屏中和
银幕上是“黄金搭档”，在生活中则是“模范夫妻”。三浦友和
曾说，两个人如果在“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上达成共识，即
便出现一些波折，夫妻关系也不会动摇。

女性工资落后男性10年
在性别平等方面，中国位列第91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据新华社电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19
日发布2015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对全球145
个国家不同性别人群的经济参与机会、教育机会、政治赋权
以及健康和生存状况进行评估和比照，以判断社会在为其
分配资源和机会时的公平性。

报告显示，北欧多个国家依然位列世界上性别最平等
的国家，冰岛连续7年蝉联榜首，挪威与芬兰分别列第二
和第三位。中国因为出生性别比率进一步下降，排名相较去
年下滑4位，位列第91。

排名前十的非欧洲国家只有三个，分别是卢旺达，第
六；菲律宾，第七；新西兰，第十。另外，英国排名第18，美国
第28，日本第101，韩国第115。

报告说，日本排名比去年提升3个位次，主要得益于
日本女性部长级官员增加，但在发达经济体中仍居倒数。

令人吃惊的是，就全球整体而言，在工资方面的男女性
别差距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没有缩小。报告说：
“男女在工资方面仍然不平等。目前女性工资等同于10年
前的男性工资水准。”

美国悬赏
3200万美元
捉拿7名恐怖组织头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美国

国务院18日发布声明，悬赏至多3200
万美元捉拿索马里“青年党”和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7个关键头目。

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已授权悬赏
至多600万、500万及300万美元不等
的金额，寻找索马里“青年党”!又称#伊斯

兰青年运动$"高级头目阿布·乌拜达等6
人的下落。该组织效忠“基地”组织，时常
在索马里或邻国肯尼亚发动袭击。

在当天的另一则声明中，美国国务院
还悬赏至多500万美元捉拿“伊斯兰国”
关键头目阿布·穆罕默德·谢马利。谢马利
现任该组织“移民和物流委员会”的重要
负责人，负责武装分子的交通运输，以及
协助向叙利亚进行资金转移和物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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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19日就“伊斯兰国”杀害中
国人质事件发表谈话。他说，中国公民樊
京辉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并残忍

杀害。我们谨向遇害者表示哀悼，向遇害
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洪磊说，樊京辉被绑架后，中国政府
和人民十分牵挂他的安危。中国政府有
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想方设

法开展营救工作。但恐怖组织无视人类
良知和道德底线，仍然采取惨无人道的
暴力行径。中国政府对这一泯灭人性的
暴行予以强烈谴责，一定要将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

洪磊说，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中
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
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
罪活动。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反恐
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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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乘势而上，进一步加大工作
推进力度、创新工作思路举措、强化工作
组织保障，努力开创文艺事业发展新局
面。徐缨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文
艺工作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文艺工作

的丰富内涵，全面贯彻文艺工作的导向
要求，树立文化自觉，把牢正确导向；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不断增强文
化凝聚力，大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不断增强文化引领力，着力繁荣文艺精

品创作生产，不断增强文化感召力，加快
建设德艺双馨文艺队伍，不断增强文化
内生动力，把握关键环节，再攀文艺高
峰；要加强创作规划引导，加大投入扶持
力度，着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组织领

导，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提供坚强
保障。

座谈会上，溧阳市、天宁区、钟楼区、
常州日报社、市文广新局、社科联就贯彻
落实五中全会精神作交流发言；金坛区、
武进区、新北区、市广播电视台、市文联
围绕繁荣文艺工作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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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分两期实施。目前，一期
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完成设备调试。该
项目建成投运后，能够基本满足长江
突发污染事件状态下市区应急供水需
求。

今年，市政府将我市第一水厂!西

石桥水厂"和魏村水厂深度处理改造
工程，列入重点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
目，分别计划于2017年上半年和2018

年底前投产运行。为建立应对原水水
质微污染和突发污染事件的长效处理
工艺，提高出水水质保障率，经前期方
案论证和技术经济比较，改造工程对
两个水厂选用臭氧 +活性炭深度处
理工艺。目前，两个水厂各工艺单体运
行效果良好，出厂水质稳定，达到《生
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各项要求，改造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 !舒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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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进女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实体化建设，打造妇女儿童阵地项目，
引导女性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参
与妇联重点工作和活动。

四是加强女性自身建设，引导和
培育团体会员的内生动力，强化妇联
干部的群众性职业素养。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我市女性社会
组织服务基地、女大学生创业基地和
天宁区青龙街道彩虹城社区等。天宁
区雕庄街道中村妇代会的“巧媳妇”睦
邻助餐服务和武进区湖塘周家巷社区
妇代会的“驿动花蕾安全有加”等多项
优秀服务案例获得省妇联表彰。

!杭芸 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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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以此对常州市全民阅读
总体状况进行评价，进而为政府机构
调整政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做好基础性工作。

据了解，国民阅读指数是在调查
全市居民图书、报纸、期刊及电脑、手
机、电子阅读器等各种阅读方式的阅

读率、阅读量、阅读活动参与情况、公
共阅读文化设施使用情况等方面的
基础上，综合测算得出的一个考察居
民阅读水平的科学、可量化的阅读指
数。

调查初步结果明年4月发布。
!瞿磊 陈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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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对当地的教育动态有一定
了解。胡家河小学急需20万元建校资金
的消息，很快通过常州日报传到常州，传
到常州市安徽商会一群爱心企业家耳
中。商会立即召开会长办公会，决定面向
会员发起爱心捐款活动。

11月4日，在商会的微信群，会员们
接收到了一条流淌着爱心与乡情的捐款
倡议。他们纷纷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真诚
而热烈的回应：商会近百人送来了捐款，
最多的5000元，有些会员当时正在外地
出差，回常州后行李还没放下，就赶来商
会捐款。众人拾柴火焰高，20万元建校
资金在短短一周内就筹措到位。

向胡家河小学捐款献爱心，不过是
该商会诸多公益行动中的一个章节。

作为全市首家成立党支部的异地商

会，作为常州市“五星级商会”、连续6年
“全国十佳徽商商会”，常州市安徽商会
在成立后的7年多时间里，以“服务会
员、服务常州、服务家乡”为宗旨，紧紧凝
聚180多名会员，共献公益心，共叙乡梓
情，共燃创业志。

郭春雷说，商会会员的事业涉及商
贸、医疗器械、教育、物流、餐饮等多个领
域，大多数会员都是白手起家、筚路蓝
缕，经过艰苦打拼才有今天的事业。为
此，大家对养育自己成长的家乡土地，对
给予自己发展机遇的第二故乡常州，对
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和时代，都有着深
深的感恩之情。一旦有回报家乡、回报常
州、回报社会的机会，大家都格外珍惜。

2008年汶川地震，该商会赈灾捐款
30多万元；得知常州的小姚同学身患白

血病而家中困难，商会送去6万元捐款；
商会理事叶先生的儿子不幸患重病，大
家捐款27万元；安徽在常打工的老乡田
春雷、冯玉喜、李米娜、郭超等人遇到急
难事情或疾病侵袭，会员共捐款40万
元；商会每年还筹资20万元成立爱心基
金，为日常公益行动提供资金保障。

向老区家乡捐资助学，更是慷慨解
囊。常务理事刘华奎捐助42.5万元，建起
了金寨槐树湾中学综合楼，并与张裕臣、
陆大发、高天等捐助20万元建起了该校
微机楼；常务副会长万世平牵线常州侨
商会，捐助45万元建设金寨新月侨小
学；副会长朱学峰向明光涝口中心小学
捐助电脑30台并结对10名贫困生；商会
五分会在霍邱孟集镇资助37名贫困生。

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商会在慈善

事业方面的捐款累计已有数百万元。
一边“输血”献爱心，一边也在帮助家

乡“造血”发展经济。安徽各地来常交流招
商，都会寻求商会协助，如今商会已经组
织此类活动40多次，有力促进了常州与
安徽之间的经贸交流；郭春雷在家乡创建
的企业，已在新三板上市；刘华奎回乡投
资了工业园；会员黄二华则回家乡搞起了
新科技农业。大家用投资家乡的实际举
动，帮助父老乡亲一起走向富裕。

除了共同投身公益的正能量，该商会
还以银企对接、税法教育、法律讲座、形势
讲座等服务会员。同时，组织会员共同开
辟市场、分享商机、抵御风险，帮助会员在
转型中求突破、在创新中求发展，使得商
会真正成为一个和谐共进的大家庭。

戴金荣 朱雅萍

习近平李克强就我国公民被恐怖组织杀害事件发表讲话

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自来水应急保障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

推进妇联组织改革创新

全市阅读状况调查即将启动

幕后主使
已被击毙

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

新华社巴黎11月19日电 !记者郑

斌"法国巴黎检察官莫林19日发表公报
宣布，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幕后主使阿
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已在18日法
国特种部队的反恐突击行动中被击毙。

公报说，在警方18日突袭的公寓
楼内发现的一具尸体，经技术鉴定，确认
为阿巴乌德。

法国总理瓦尔斯随后在国民议会发
言，对阿巴乌德被击毙表示欢迎，并对情
报部门和警方的出色工作表示敬意。

莫林 18日晚曾在记者会上宣布，
根据对阿巴乌德的电话通讯和银行信息
分析，这名摩洛哥裔比利时男子为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在欧洲策划和实施了多
起恐怖袭击。

法国首都巴黎13日晚发生系列恐
怖袭击事件，已导致至少129人死亡、
352人受伤，“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袭
击事件。18日，法国特种部队在巴黎郊
区圣但尼市发起反恐突击行动。当天的
突击行动导致至少两人死亡，8名恐怖
嫌疑人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