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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热点热点

美国联邦政府发布新规 提高移民在美长期合法居留经济门槛

依赖公共福利者移民困难了
美司法部长谈爱泼斯坦死亡事件：

狱方严重违规 要彻底调查

遗失声明
关国敏不慎遗失珠海市巨鹰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9年8月8日止，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救助管理站遗失“行政科”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柳凯平(身份证号码:44042119701003611X)遗失白
藤湖联合发展总公司兴建居民新村集资协议书一份，协
议书编号:0001517,收款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003864,
收据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恒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400000573045，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荣明五金加工厂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罗春梅遗失珠海经济特区西部华侨住宅建设公司第

二期集资券托管单1份，单号028149，金额：一万元，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遗失业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富鼎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湾仔黄若英成衣档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404086000128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莲艺圣地文化艺术培训中心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许家颖遗失因公往来港澳通行证，证件号：

K908719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艺名师美容理发店鸿兴店遗失卫生许可
证，证件号：粤卫公证字（2014第0401C00538号），声明
作废。

黎朝遗失渔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书，编号Z09-
46301176，声明作废。

孙凌遗失执业注册会计师证，证号440400130004，
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
（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山星一号集资兑现
通 告

山星一号集资券0012974、
0013367、0013368合计券额叁
仟元，原初始持券人如有异议，
请电询：8611476 转 207，见报
七日内未有异议，本人将行使持
券人权利兑现。

武瑞波
2019年8月14日

新华社华盛顿8月12日电 美
国联邦政府12日发布限制合法移
民新规定，提高移民在美长期合法
居留经济门槛。这项规定将于今年
10月15日生效。

根据规定，申请移民美国的外

国公民如未达到规定收入标准，或在
美国任意三年内领取公共福利超过一
年，将被视为“公共负担”。凡被发现
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公民或被
禁止进入美国或调整移民身份。

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
局决定是否发放永久居留许可（绿卡）
时，将把申请人是否领取过公共福利
作为与其教育、收入和健康状况等综

合考虑的因素。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这项规

定将有助于确保移民在经济上实现
自给自足，而不是依赖美国公共福
利，从而维护美国公民利益。

规定发布后引发争议。一些批
评人士认为，新规主要针对低收入
移民群体，施行后不仅可能使美国
合法移民人数锐减，还会使在美低

收入移民即便需要也不敢申请福
利，从而增加他们在健康、教育等方
面的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
和纽约等州政府表示将就这一争议
规定状告联邦政府。移民维权团体

“全美移民法律中心”也表示将提起
诉讼，阻止这一带有“种族主义动
机”的规定生效。

新华社悉尼8月13日电 中国
驻悉尼总领事馆13日发布新闻公
报说，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当天下
午发生一起一名男子持刀伤人事
件，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中
国女性公民。

公报说，案发后，总领馆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向警方了解核实情况，
并向受伤的中国公民表达慰问，她
目前无生命危险。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警察

局发表新闻公报说，当地时间下午
2时左右，警方接到报警，悉尼中央
商务区有一男子持刀行凶。行凶男
子已被警方逮捕。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局长米
克·富勒对媒体表示，据初步调查，
行凶者没有同伙，且和恐怖组织无
关。该男子有精神疾病史，且受到
恐怖主义思想影响。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持刀
伤人事件的具体性质和原因。

案发后，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
莫里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向
受到暴力袭击影响的人致以慰问。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再次提醒
领区中国公民注意安全，避免前往
人群密集处。如遇紧急情况，应及
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或拨打总领馆
领事保护电话。

上图：8月13日，在澳大利亚悉
尼，一名男子（中）协助警方调查。

新华社/美联

一狂徒在悉尼街头持刀杀伤多人
男子有精神疾病史且受恐怖主义思想影响 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
13日质疑韩国将日本清出“白色清
单”的决定，认为这一举动的动机

“完全不明”。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宣布对

日本加强贸易管制，说我们没有遵
守国际出口管制基本原则，”世耕弘
成在社交媒体“推特”说，他看完韩
国方面的记者会，完全搞不清韩国
出于何种原因这样说。

韩国政府12日决定将日方排
除出贸易韩方“白色清单”，大约
1700种韩国企业向日本出口的“战

略商品”受到限制。
韩国原先29个贸易伙伴获得

最高级别的“甲类”国家、即“白色
清单”国家出口便利，日本是其中
之一。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
模12日在记者会上说，“（韩国）与
一个频繁违反出口管制基本原则或
奉行非法（贸易）制度的国家难以密
切合作”。

共同社报道，韩国这一举措旨
在报复日本近期对韩国施行的出口
管制。

日本 7 月 4 日以国家安全为
由，对韩国所需三种关键半导体工
业原材料施行出口管制；8月2日决
定将韩国排除出“白色清单”。日本

“白色清单”所列国家在购买可转为
军事用途的产品和技术时可获得最
低程度限制。

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去年
10月至11月两度裁定日本企业赔
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的韩国
劳工。自那以后，日本与韩国关系
降至新低。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质疑韩国将其清出“白色清单”
经济产业大臣认为此举动机“完全不明”

挪威清真寺枪击事件枪手菲利
普·曼斯海于斯12日出庭，数次露
出微笑，没有认罪。

挪威警方当庭指认曼斯海于斯
涉嫌谋杀和违反反恐法，寻求首都
奥斯陆一家法庭正式签发逮捕令。

挪威警方和多名目击者10日
说，曼斯海于斯当天下午携带多支
枪闯进奥斯陆附近一座清真寺并开
枪，遭一名年逾六旬的老人制伏，由
警方逮捕。那名老人受轻伤，没有
其他人受伤或死亡。

枪击发生数小时后，警方在据

信是枪手住处的拜鲁姆一栋民宅内
发现一名年轻女性的尸体，随后启
动谋杀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那名女性是曼斯海于斯的妹妹，17
岁，曼斯海于斯杀死她后前往清真
寺行凶。

曼斯海于斯现年21岁，是挪威
人，住在那座清真寺附近。他12日
出庭时双眼眼周乌青，面部和颈部
有伤痕。出庭前后，他在媒体记者
面前数次露出微笑，没有说话。

曼斯海于斯的辩护律师温妮·
弗里斯说，曼斯海于斯“不认罪”，

“他正在行使不回答的权利”。
挪威警方先前说，曼斯海于斯

曾在社交媒体宣扬极右翼和反移民
思想，将调查枪击事件是否是“恐怖
袭击”，但曼斯海于斯拒不配合警方
问话。

挪威警方12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如果法庭正式签发逮捕令，曼斯
海于斯将接受为期4周的单独拘
禁，不得接受探视和媒体采访。

路透社报道，如果谋杀或违反反
恐法罪名成立，曼斯海于斯分别面临
至多21年监禁。 （新华社微特稿)

挪威枪手出庭 面带微笑不认罪

新华社华盛顿8月12日电 美
国司法部长巴尔12日说，围绕被控性
侵和拐卖少女的美国亿万富翁杰弗
里·爱泼斯坦在狱中死亡一事，关押爱
泼斯坦的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存在

“严重违规行为”，需要彻底调查。
巴尔当天在新奥尔良一个会议

上说，他对狱方未能妥当保护爱泼
斯坦人身安全感到“震惊和愤怒”，
司法部正在就此深入调查。

他同时表示，爱泼斯坦涉嫌性
侵案远未结束，联邦检方将继续调
查，重点是“参与、帮助爱泼斯坦拐
卖未成年少女”的共犯。“任何共谋
者都不应被轻易放过，受害者将得
到正义。”

爱泼斯坦今年7月6日在美国
新泽西州被捕，联邦调查局特工在
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住宅中发现大

量淫秽照片。纽约联邦检方随后起
诉他进行性交易及合谋拐卖未成年
女性，但爱泼斯坦拒绝认罪。8月
10日，爱泼斯坦在狱中死亡，警方
初步推断系自杀。

爱泼斯坦之死受到美国舆论关
注，并引发各种猜测。据报道，他生
前致富轨迹诡秘，长年与名流权贵
交往，“金权交易”谜团甚多。有报
道说，爱泼斯坦死前，狱方停止对他
进行防自杀监视，与他同室的囚犯
被转移，两名连续加班的看守被调
走数小时。

大都会惩教中心位于纽约曼哈
顿，由美国司法部下属联邦监狱管
理局负责运营。

上图：8月12日，美国司法部长
巴尔在会议上听取新奥尔良市长发
言。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美国明尼阿波利斯8月
12日电 美国国家旅游局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日前
表示，中国一直是美国旅游业极其
重要的旅游客源国。2018年中国
游客在美消费额仍居首位，但中国
赴美游客数量出现下降，并且今年
以来继续减少。

汤普森出席在明尼苏达州明尼
阿波利斯市举行的美国国家旅游局
营销委员会会议和董事会会议时向
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一
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对于想努力扩
大国际旅游市场份额的国家来说极
其重要。“我们一直关注当前的中美
经贸摩擦，因为它会对旅游业产生
影响。”他说。

据美国官方统计，2018年赴美
中国游客数量比上年减少6%，15
年来首次出现下滑。据此次会议举
办地明尼苏达州的旅游机构统计，
该州去年接待中国游客数量减少
5.8%，为近年来首次下滑。

美国国家旅游局市场研究专家
卡罗尔·瑞姆在会议上说，当前美国
旅游业面临美元升值、全球经济放
缓、中美经贸摩擦等主要挑战。

美国国家旅游局是一家面向国
际市场宣传和推介美国旅游业的机
构，旨在通过增加国际游客数量和
消费等拉动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旅游局官员：

中国赴美游客
数量继续减少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8月
12日电 阿根廷11日举行总统选
举初选。结果显示，反对派候选人
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得票率超过
47%，领先现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
里约15个百分点。此前，多份民调
显示，两人支持率差距较小，但初选
结果令人意外。由于初选结果与外
界预期差距较大，阿根廷金融市场
汇市、股市12日遭受重创。

阿根廷11日举行总统选举初
选。结果显示，反对派候选人阿尔
韦托·费尔南德斯得票率超过
47%，领先现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
里约15个百分点。此前，多份民调
显示，两人支持率差距较小，但初选
结果令人意外。

受此影响，阿根廷金融市场遭
受重创。12日，阿根廷比索对美元
汇率下跌超过20%，创下自2015
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阿根廷央行
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74.78%，并
动用5000万美元外汇储备干预市
场、稳定汇率。另外，阿根廷股市主
要股指Merval下跌超过37%。

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
于10月底举行。

上图：8月12日，在阿根廷布宜
诺斯艾利斯，阿总统马克里出席新
闻发布会。新华社/路透

阿根廷总统初选
爆冷重创金融市场
汇率下跌超过20%

新华社比什凯克8月13日电
吉尔吉斯斯坦总检察长扎姆什托夫
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前总统阿
坦巴耶夫被指控犯有组织大规模骚
乱、谋杀、谋杀未遂、劫持人质及暴
力对抗执法人员等多项罪名。

据当地媒体分析，依据吉法律，
一旦这些罪名成立，阿坦巴耶夫可

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阿坦巴耶夫于8日被捕。在政

府开展的抓捕行动中，阿坦巴耶夫
的支持者与特种部队交火，导致1
名特种部队士兵死亡，约百人受伤。

阿坦巴耶夫从 2011 年 12 月
至 2017 年 11月担任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被控谋杀等罪名

阿坦巴耶夫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不幸在近日火箭试验事故中遇
难的5名俄罗斯核工程师12日在
俄核设施中心所在地萨罗夫市下
葬。俄国家原子能公司称赞5人所
做贡献。俄总统普京将追授他们国
家荣誉。

不过，一些媒体根据俄官方披露
的信息推测，火箭试验事故可能是俄
方测试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失败。

普京将追授他们国家荣誉

美联社报道，数以千计民众出
席当天葬礼，俄首都莫斯科以东大
约370公里的萨罗夫市为5名工程
师降下半旗。路透社报道，悼念仪
式设鸣枪致哀环节。

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阿
列克谢·利哈乔夫称赞5人是“真正的
英雄”、国家和原子能领域的“骄傲”。

5人都在国家原子能公司下属
俄联邦原子能中心工作。中心主管
瓦连京·科斯秋科夫称赞他们是“精
英”，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试验，
曾试图“奋力控制局面，但没有能阻
止事故发生”。

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基里
延科在葬礼上称赞5人明知危险依
然奋不顾身。基里延科宣布，总统
普京将向5人追授国家高级荣誉。

出事的可能是新型核导

俄国防部和国家原子能公司
10日公布这起 8日发生的事故。
事发地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尼奥诺
克萨村附近海军靶场，工程师测试
火箭发动机“核同位素动力源”时发
生爆炸，导致5人死亡、3人受伤。

企业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
12日的葬礼上说，5人“不幸在测试
一种新型特殊装置时丧生”。

彭博社报道，俄联邦原子能中
心分管科研的维亚切斯拉夫·索洛
维约夫曾告诉当地电视台，5人工

作的部门正利用“可裂变材料和放
射性同位素等放射性材料”研发军
民两用的小规模动力源。“我们正分
析整起事件，以评估事故规模并查
明原因。”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俄国防部
和国际原子能公司没有披露失事火
箭的类型，只说它使用液体推进
剂。一些俄罗斯媒体猜测，火箭实
际是总统普京去年经由国情咨文首
次披露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2日
经由社交媒体“推特”说，美国从俄
罗斯导弹试验爆炸中吸取教训，美
方“掌握类似但更先进的技术”。

国防部说辐射水平正常

“海燕”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称
作SSC-X-9型“天坠”巡航导弹。
特朗普在推文中说，俄罗斯“天坠”
导弹爆炸让民众担忧“设施周边空
气”等多重问题。

彭博社报道，距离事发地大约
30公里的港口城市北德文斯克政
府网站一度发布声明，说辐射水平
短暂上升，很快恢复正常，但声明随
后撤销，原因不明。俄联邦原子能
中心一名官员说，辐射水平一度升
至正常水平两倍，但持续不足1个
小时，没有监测到持续污染。俄国
防部则说辐射水平正常。

（新华社专特稿）

俄罗斯疑似测试新型导弹失败
普京将追授他们国家荣誉 国防部则说辐射水平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