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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最新出台的民航管理规
则，乘客因飞机晚点等原因投诉航空公
司，可能遭到 25 英镑（约合 214 元人民
币）“罚款”。

目前，进出英国的20多家主要航空
公司已经与3家获民航局认可的机构签
约，接受这些机构就航班晚点、行李丢失
或损坏、乘客被拒登机以及残障人士服
务投诉所作出的仲裁。然而，英国消费
者权益组织 Which？批评，此举无益维
护乘客权益，还可能令他们轻易不敢投
诉。因为，3 家仲裁机构之一规定，如果

“投诉百分之百失败”，提出投诉的乘客
要缴纳25英镑，用于补偿行政费用支出。

这家名为“有效解决纠纷中心”的机
构目前已经签约英国航空公司和易捷航
空公司等英国消费者较常选择的公司。
另外两家仲裁机构不收取相关费用。获
英国民航局认可的第四家仲裁机构则规
定，要从胜诉乘客所获赔偿中扣留10英
镑（107 元人民币）。目前还没有任何航
空公司签约这第四家机构。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

投诉航班晚点
或遭“罚款”

日本福冈县警方 22 日说，当天在一户家庭发现 4 名孩
子死亡，而凶手疑似为他们的母亲。死亡的孩子中，老大是
男孩，10岁；然后是一对双胞胎姐妹，6岁；最小的妹妹年仅
3岁。

他们与父亲母亲住在自家独立住宅中。父亲当天早晨
起床后，发现兄妹四人在自己的卧室里躺在榻榻米上死亡，
随即报案。警方发现 4 个孩子脖子上有勒痕，而他们的母
亲手腕上也有切割伤，被送医救治，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怀疑这名母亲带孩子自杀，正在以涉嫌杀人对她
进行调查。日本媒体报道，这名父亲39岁，从事建筑业；母
亲41岁，家庭主妇。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一家4子亡
疑为母亲携子自杀

据新华社首尔8月22日电（记者王家辉）韩美联合司令
部22日宣布，2016年度韩美“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
于当天上午正式在韩国境内启动，军演将持续至9月2日。

韩联社援引韩美联合司令部消息报道说，此次演习是
以防御为主的年度例行军演，旨在提高韩美同盟的战备态
势和区域防御水平，维持朝鲜半岛稳定。

报道说，此次军演为指挥所演习，不进行野外机动训
练。韩方和美方各派出 5 万余名和 2.5 万余名军人参加演
习。韩军与去年规模相当，而美军略少于去年的 3 万余
名。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法国、意大
利、菲律宾、英国、新西兰等9个国家参与此次演习。

报道说，此次军演将启用“作战计划 5015”，包括如半
岛出现紧急情况，将对朝鲜核及导弹设施、基地采取先发制
人措施等内容。

据悉，韩美联合司令部已于当天上午向朝方口头通报
了此次军演的日程、目的等，称演习不具挑衅性。

从1975年开始，韩美两国每年举行“乙支焦点透镜”联合
军演。从2008年开始，联合军演改名为“乙支自由卫士”。

朝鲜方面对韩美举行“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作出强
烈反应。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22日发表声明，称从
即刻起，朝鲜人民军将维持长期决战态势，能够对投入军演
的所有敌人攻击手段进行先发制人报复性打击。一旦发现
敌人有丝毫入侵朝鲜领土、领海、领空迹象，朝方将发动朝
鲜式的核先发制人打击。

韩美举行
“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

新华社曼谷 8 月 22 日电（记者李颖）泰国首都曼谷警
方 21 日下令，严禁摩托车司机和行人在 10 条主干道上玩

“口袋妖怪GO”手机游戏，以减少交通事故。
据当地媒体 22 日报道，“口袋妖怪 GO”自 8 月 6 日登

陆泰国后持续火爆。近期，一些人沉迷于这款捉精灵游戏，
即使驾车或过马路也依然盯着手机屏幕，致使主干道交通
事故频率上升，243名肇事摩托车司机被捕。

曼谷警察局长沙匿·玛哈他旺 21 日说，将有 50名警察
在10条主干道上巡逻，违反禁令者将被拍照并被拘留。如
果摩托车司机在行车中玩游戏并阻碍交通，将被处以1000
泰铢（约合193元人民币）罚款。行人违法也将面临罚款。

这10条主干道包括素坤蔚路、帕亚泰路、沙吞路、拉玛
一世路、拉玛四世路、碧武里路、亨利迪南路、兰实路、胜利
纪念碑环路和塔宏永清路。

此前，泰国政府多次警告，严禁在政府机关、军队驻地
等重要场所附近玩捉精灵手机游戏。

泰国曼谷：

严禁在10条主干道
玩捉精灵手机游戏

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市 21 日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
击和一起未遂自杀式袭击，其中后者由一名少年实施。伊
拉克库尔德媒体报道，这名少年十三四岁，企图在一座什叶
派清真寺外引爆炸药。

视频显示，这名少年穿着一件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
乐部球星梅西的球衣，在街头被警察反剪双臂，脱去上衣，
腰部挂着一条炸弹带。警察把炸弹带解下并在安全地带引
爆。少年面带惊恐，被押上警车。报道说，这名少年受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派遣，后者最近的多次攻势被库尔德武装
挫败。

就在前一天，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市一个库尔德人聚居
区的婚礼遭自杀式爆炸袭击，已经致死超过 50 人，近百人
受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袭击者是一名儿童，幕后
黑手是“伊斯兰国”。 新华社微特稿

伊拉克儿童自杀式
袭击者被生擒

8月22日，在日本东京，一名女子在风雨中行走。由于台风临近带来的影响，当日将近400个航班无法从东京起飞。新华社发

新华社悉尼8月22日电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简单的手持呼吸测试仪器，能够
通过检测呼出气体中的酮类物质含量来
监测糖尿病，未来有望替代传统的指尖
采血检测方法。

当人体内胰岛素水平低时，无法将
葡萄糖转化为能量，转而开始分解脂肪，
而酮类物质就是脂肪分解后的副产品之
一。如果酮类物质上升到不安全的水
平，患有 1 型糖尿病的人就会出现糖尿
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重者危及生命。

据介绍，目前的样机有 3 个部件：一
个空气取样包、一个传感器头和一个信号
处理单元。研究人员说，他们正在致力于
把这3个部件压缩到一起，开发出类似于
酒精呼吸测试仪的便携设备。这意味着
糖尿病患者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检测。

此外，小规模研究显示，这种利用传
感技术的新设备比传统的指尖采血敏感
度提高了两倍。

领导这个研究团队的纳米光子学专
家仪晓可副教授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监测和控制血糖水平是每天的一项关键
任务。新设备除了具备测试速度快、测
试准确度高等优点，还不含针头且过程
无痛，也不会给患者带来其他风险。

2015年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糖尿
病地图》报告说，全球每 11 个成年人中
就有一个患糖尿病，且大多数糖尿病患
者住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研究人
员表示，接下来几个月将展开临床试验，
让糖尿病患者试用这种设备。

吹气可监测
糖尿病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记者王卓伦）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22 日发布的《2016 中国
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的
人类发展近年来取得巨大进
步，已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
家组。

报告指出，2014 年中国的
人类发展指数达到 0.727，在
188 个国家（地区）中列第 90
位，已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
家组。在 1990 年处于低人类

发展水平组的47个国家中，中
国是目前唯一跻身高人类发展
水平组的国家。

报告以人类发展指数为依
据，通过经济收入、健康状况、
受教育水平三方面的指标，对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
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估。

报告认为，快速的经济增
长对中国的人类发展进步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1980 年至
2010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经

济收入指数增幅在全球排名第
一，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指数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26％，其
中1980年至1990年间的贡献
率更是高达65.53％。

此外，报告也肯定了中国
在社会政策的探索创新方面所
发挥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国
政府采取了多元的政策和举
措，因人因地施策，减贫成效显
著。近年来推行的精准扶贫与
特色农业扶贫政策，以有针对

性的方式，达到了多维度减贫的
效果。

报告强调，应推动包容性的
人类发展，即追求更加平等的发
展机会，从而缩小不同地区、不同
群体间的发展差距。中国在这一
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很大程度
上在于决策层能够根据中国国情
不断改革创新。

报告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
华代表处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历时两年完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已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

8月21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人们
参加Chale Wote街头艺术节。

每 年 在 加 纳 首 都 阿 克 拉 举 行 的
Chale Wote 街头艺术节以跨界艺术著
称。今年的艺术节于 8 月 18 日至 21 日
举行，吸引了约 200 名非洲艺术家前来
参加。 新华社／法新

8月21日，在挪威奥斯陆，警方和救援人员在森特伦场
景音乐厅（Setrum Scene）入口处工作。

当 日 ，挪 威 奥 斯 陆 的 森 特 伦 场 景 音 乐 厅（Setrum
Scene）发生天花板坍塌事故，导致15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爱尔兰奥委会主席帕特里
克·希基因涉嫌倒卖奥运会门票
被捕后，他的多名手下干将也卷
入这一丑闻。巴西警方在里约奥
运会最后一天突击搜查了爱尔兰
奥委会在奥运村的办公室和住
处，扣押多名官员的护照，要求他
们前往警局接受问讯。

一窝票贩子？

巴西警方 21 日晨搜查了里
约奥运村爱尔兰代表团办公室及
其下榻的宾馆房间，没收了 3 名
官员的护照，查获多部电脑、手机

和没用过的票。
路透社报道，这 3 名官员分

别是爱尔兰奥委会执行主任史蒂
芬·马丁、秘书长德莫特·赫尼汗
和财务负责人凯文·基尔蒂。巴
西警方要求他们前往里约一个警
局接受问讯，3人均已答应。

巴西警方发表声明说：“我们
在搜查行动中没收了 3 名爱尔兰
官员的护照，以阻止他们离开巴
西。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这 3
人也卷入了非法倒票。”

爱尔兰奥委会位于都柏林的
公关部门随后证实这一消息，并
表示没有官员在警方突击行动中

被捕。
巴西警方说，针对爱尔兰奥委会

官员倒票事件的调查取证将持续到
23日。目前身在监狱的爱尔兰奥委
会主席希基将于23日出庭受审。

一名巴西法官早些时候还下令
扣押另外 3 名爱尔兰奥委会官员的
护照，暂不清楚巴西警方是否已经
得手。

影响很恶劣

希基兼任欧洲奥委会主席和国
际奥委会执委，身居如此高位还干

“黄牛”勾当，震惊体育圈。

巴西警方指认，希基涉嫌利用
职务之便，将这一委员会掌握的超
过800张奥运会门票交给英国体育
票务公司“THG体育”，而后者又在
黑市上倒卖这批门票，牟利大约
300万美元。

“THG 体育”没有出售本届奥
运会门票的资质。这家公司的经
理、爱尔兰人凯文·马龙及其翻译上
周在里约被巴西警方逮捕。警方在
他们入住的地方搜出大量印有爱尔
兰奥委会字样的门票，其中包括一
些假票。

巴西警方说，负责出售奥运会
门票的爱尔兰经销商Pro10涉嫌充

当“中间人”，为希基和“THG体育”
协 同 作 案 牵 线 搭 桥 。 警 方 已 将
THG 体育的 4 名高管和 Pro10 公
司3名高管纳入逮捕名单。

法新社报道，希基已暂不担任国
际奥委会执委、欧洲奥委会主席和国
家及地区奥委会协会副主席职务。

爱尔兰奥委会19日说，这一机
构将就本案展开内部调查。爱尔兰
体育部长沙恩·罗斯说，准备将希基
涉腐案交由国内检察机关调查。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
斯就希基涉腐丑闻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国际奥委会将全力配合巴西警
方调查。 新华社专特稿

倒卖800多张奥运会门票牟利300万美元

爱尔兰奥委会成“黄牛窝”

（上接A1版）
受到赛前“禁赛”风波的影

响，未能全员参赛的俄罗斯交
出了 19 金 18 银 19 铜、排名第
四的成绩单。这是自 1996 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俄罗斯独立参
赛以来的最差战绩。

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作
为下一届奥运会东道主，日本
入账 12 金 8 银 21 铜，排名第
六。男子 4×100 米银牌等是
日本在本届奥运亮点，这或许
是在为东京奥运会的“爆发”蓄
力。

强手与“弱者”同辉

伦敦奥运会上，菲尔普斯
摘得 4 金，以 22 枚奖牌成为奥
运会历史上获得奖牌最多的运
动员。4 年之后，他再获 5 金 1
银，金牌总数已达 23 枚，奖牌
总数达到 28 枚，继续占据奥运
史上奖牌最多运动员榜首。

随着年龄的增长，牙买加
运动员博尔特的性格虽有所收
敛，但依然是短跑赛场上的王
者——连续三届将男子 100
米、200 米和 4×100 米金牌揽
入怀中，创造了奥运田径史上

的奇迹。他也成为列菲尔普斯
之后获得奥运金牌第二多的运
动员。

绰号“女汉子”的匈牙利名
将霍苏连夺女子400米个人混
合泳（打破世界纪录）、100 米
仰泳、200 米混合泳（打破奥运
纪 录）金 牌 和 200 米 仰 泳 银
牌。同样彪悍的还有美国女将
莱德茨基，这位19岁的天才少
女获得 200 米、400 米、800 米
自由泳和接力 4 金。首次征战
奥运便拿下女团、全能、跳马和
自由操金牌的美国体操天才拜
尔斯，为巴西带来首枚奥运男
足金牌的内马尔，获封最有价
值球员的女排球员朱婷、连续
两 届 包 揽 男 子 5000 米 和
10000米冠军的英国选手法拉
赫等都是奥运会上的大明星。

除了这些大腕，还有一些
“弱者”在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难民代表队是本届奥运会
的创举，他们背井离乡、颠沛流
离，但是他们同样有追梦的权
利，正如来自叙利亚的游泳运
动员尤丝拉·马尔迪尼所说：难
民也是人，没有人愿意遭遇悲
剧、背井离乡，每个人都有权利
得到好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

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
因为科威特奥委会被“禁

赛”，阿尔哈德尼成了夺得金牌
却无法升国旗的人。这位 49
岁的汉子在男子双多向飞碟中
夺金后一边亲吻着金牌，一边
流下了眼泪。阿尔哈德尼成了
另类的“弱者”。

这是一届世界纪录频出的
奥运会。

本届奥运会共打破 22 项
世界纪录，其中中国选手贡献
四项，均出自举重。值得一提
的是，中国运动员王军霞保持
了 23 年之久的女子 10000 米
世界纪录（29 分 31 秒 79）被埃
塞俄比亚选手阿亚娜打破，新
纪录为29分17秒45。

部 分 国 家 也 创 造 了“ 纪
录”——越南（男子 10 米气手
枪）、斐济（七人制橄榄球）、新
加坡（男子 100 米蝶泳）、波多
黎各（网球女单）、科特迪瓦（男
子 80 公斤级跆拳道）夺得各国
历史上奥运首金。

不乏争议和不和谐音符

百年后回归奥运的高尔夫
虽多次上演一杆入洞，但由于

世界前四名顶尖高手和一些大腕
因寨卡病毒未来参赛，给高尔夫
球未来能否留在奥运大家庭带来
阴影。

女子4×100米接力比赛中，
美国选手掉棒后申诉成功，中国
队因此无缘决赛，美国队单独重
赛是否符合规则充满争议。

里约奥运会开幕前希腊奥委
会宣布：一名希腊运动员因为兴
奋剂检测未过关，已被逐出里约
奥运会。中国运动员陈欣怡在里
约奥组委实施的赛内药检中被查
出 A 瓶氢氯噻嗪阳性。除此之
外还有 4 例赛前药检阳性，保加
利亚田径运动员达内科娃、波兰
举重运动员阿德里安·杰林斯基
和托马斯·杰林斯基兄弟都已被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吊销奥运资格
并面临处罚，阿德里安还是伦敦
奥运会冠军。巴西公路自行车运
动员克·拉莫斯也因药检阳性离
开奥运村。

美国游泳运动员罗切特和几
名队友上演了一出报假案闹剧。
虽然美国奥委会和罗切特为此道
歉，但奥运会遭到抹黑的影响已
难以挽回。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21日电

记者公兵、冷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