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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央政府官员 8月 22日到访山口
县岩国市，向当地政府传达了美国准备在当
地的美军基地部署 16架Ｆ35—Ｂ型隐形战
机的消息。这将是美国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
该战机。

对此，当地官员对日本中央政府“先斩后
奏”的做法表示不满，要求提供更多相关信
息。

根据计划，美国将在明年１月至８月在
美军岩国基地部署 16架Ｆ35-Ｂ战机。其
中，10架将于明年１月部署，以取代现有的
Ｆ/Ａ-18“超级大黄蜂”式战机和ＡＶ-８

“鹞”式垂直起降战机。其余６架将在明年８
月完成部署。

Ｆ-35联合攻击战斗机是美国联合部分
盟国研制的第五代多用途作战飞机，配有新
型航电设备，具备雷达隐身能力。Ｆ-35分
Ａ、Ｂ、Ｃ三个版本，分别为常规起降型、短距
起飞/垂直降落型和航母起降型，供空军、海
军陆战队和海军使用。

美军明年将在日本
部署16架F35战机

新华社北京8月23
日电 记者从 23日在北
京召开的 2016 北京国
际 出 版 论 坛 上 获 悉 ，
2015年我国国民数字化
阅读率达到 64％，超过
纸质图书阅读率 5.6个
百分点，其中 60％的成
年国民曾进行过手机阅
读。

这是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
在论坛中公布的数据。
数据同时显示，2015年，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
规模达到 4403.9 亿元
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

30％。
吴尚之表示，庞大的

网络用户群体和日益旺
盛的数字内容消费需求，
为中国数字出版发展壮
大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今年３月，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数字出版”作为新兴文
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次写入国家的五年发
展规划，吴尚之认为，这
必将进一步助推我国的
数字出版发展。

中国人数字化阅读率
超过纸质阅读率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
４日电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２４日发布消
息称，食药监总局将把
牛、羊肉和“瘦肉精”列为
监督抽检的重点品种和重
点项目，加大抽检力度。

据介绍，近期，有关
省市在监督抽检及专项监
测中发现部分地区市场、
超市、门店、餐馆经营的
牛、羊肉（包含牛、羊内脏

产品）中含有“瘦肉精”。
为进一步规范牛、羊

肉销售行为，严厉打击经
营含“瘦肉精”牛、羊肉的
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牛、
羊肉质量安全，食药监总
局要求各地结合行政区域
实际，组织开展监督检
查，重点对牛、羊肉及其
制品加工小作坊、生产企
业、集贸市场、商场、超
市、肉食店、餐饮服务单

位等场所进行全面检查，
深入排查清理不合格牛、
羊肉。

食药监总局要求各
地督促牛、羊肉及相关肉
制品生产经营企业、餐饮
服务单位、集贸市场等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有关规定，对购
进的牛、羊肉及相关肉制
品，建立并严格执行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和记录制

度，明确专人负责验收，
要求所购牛、羊肉必须有
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并
均能溯源。禁止采购使用
来路不明、无检疫证明或
检疫不合格的牛、羊肉。
同时，鼓励有能力的企
业、市场开办方加强对
牛、羊肉的“瘦肉精”检验
检测，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食药监总局将牛羊肉和瘦肉精列为抽检重点

8月24日，在意大利阿马特里切，搜救人员从废墟抬出一具遇难者遗体。

资料图片

【聚焦G20】

中国邮政将于8月27日发行《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
峰会》纪念邮票一套一枚，邮票面值1.20元。据介绍，本套
邮票图案包含G20杭州峰会会标图案及会议举办地杭州的
风光元素，整套邮票具有中国特色和江南韵味。

中国邮政将发行G20杭州峰会纪念邮票

左图：8月24日，来自杭州清波街道的志愿者在杭州柳浪闻莺附近为游客指引道路、维持秩序。
随着 G20 峰会的临近，杭州的西湖景区、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街道社区处处可见志愿者的身

影。自 2015 年 12 月峰会志愿服务工作启动以来，已有超过 100 万名城市志愿者投身于志愿平安、志
愿文明、志愿旅游、志愿关爱、志愿生态、志愿国际、志愿文化等志愿服务行动中。

据意大利民事保护
部门 8月 25日最新统计，
意中部地区 24日地震遇
难人数已升至247人。

意大利总理伦齐在
前往阿马特里切灾区前在
罗马举行记者会，他向所
有救援人员表示感谢，他

说：“（灾区的）每个人、每
个家庭，我们都不会放
弃，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救人。”

目前尚无中国公民
在地震中伤亡情况报告。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4日
表示，我们注意到意大利

刚刚发生了地震，对地震
给意大利当地民众造成的
生命和财产损失深表慰
问。我们将根据意大利方
面的需求，做好提供协助
并开展合作的准备。中国
驻意大利使领馆也会一如
既往启动应急机制，密切

跟踪此次地震中是否有中
国公民受伤。

当地时间 24日凌晨
３时 36分，意大利中部地
区 发 生 6.0 级 地 震 。
2009年，意大利中部拉奎
拉曾发生 5.9级地震，造
成300多人死亡。

意大利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47人

英国“脱欧”公投结
束两个月以来，不少英国
人因各方面的不确定前景
而萌生去意。其中，大批
英国人有意移民新西兰，
引发新西兰媒体惊呼“英
国人入侵”。

根据新西兰政府移民
部门官方网站“移民新西

兰”统计，英国６月 23日
举行“脱欧”公投次日，
998名英国人在这一网站
注册，了解申请新西兰签
证及移民事宜。这一数字
几近 10倍于去年同期的
109人。

公投后的 49天中，在
“移民新西兰”网站注册

的 英 国 人 总 数 达 到
10649人，比去年同期的
4599人增加一倍多。

《新西兰先驱报》22
日在头版刊登关于申请移
民新西兰的英国人数量骤
增的报道，配以带有“英
国入侵”红色大字的插
图。

英国《卫报》报道，新
西兰大约 450 万总人口
中，四分之一左右来自海
外。长期以来，来自英国
和爱尔兰的移民在新西兰
外来人口中所占比重最
大。直到 2013 年，来自
亚洲国家的移民数量才首
次超过英国和爱尔兰。
《新西兰先驱报》分析，英
国人青睐新西兰的原因很
多，包括新西兰风景秀
丽、气候宜人、房价易承
受、交通不拥挤、劳动力
短缺等。

不过，这家报纸认

为，越来越多英国人有意
移民新西兰的主要原因之
一在于，新西兰“距离（英
国公投中‘脱欧’派领袖
之一）鲍里斯·约翰逊 1.8
万公里”。

新西兰梅西大学教授
保罗·斯普利认为，英国
不少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
中产阶级人士对“英国的
排外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满，而“脱欧”公投成为
这部分英国人选择移民海
外的“推动因素”。

从英国移居新西兰的
学者、奥克兰大学教授约
翰·摩根说，新西兰和英
国国土面积和文化相近，
在英国人中存在一种“普
遍流行的想法”，即“新西
兰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
英国的某种遗存，一个可
以逃离并重温时光的地
方”。

“脱欧”引去意，英国人要“入侵”新西兰？

2016 年 7 月 19 日，在英国伦敦，英国新任外交大臣
鲍里斯·约翰逊出席上任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8月 23日，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丘珀蒂诺
市，中国天津飞腾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展示
该公司的 FT-2000/64
中央处理器。

由中国天津飞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的

一款 64 核中央处理器
（CPU）及其服务器样机在
硅谷举行的一场国际研讨
会上首次公开亮相，连续3
天的展示吸引了国际同行
关注。这款代号为“火星”
的 FT-2000/64 中央处
理器采用“进阶精简指令
集机器”（ARM）架构。

高性能芯片研讨会
“热门芯片”由美国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微处
理器和微型计算机技术
委员会发起，每年举行一
次。今年的研讨会于 21
日至 23日在旧金山以南
城市丘珀蒂诺举行，约
600名学者和工程技术
人员参加。

中国64核CPU
亮相国际研讨会

据俄罗斯“卫星”新
闻网 8月 25日消息，市
场研究公司“新世界财
富”公布的《W10：10 个
世界最富裕国家》排名
中，中国名列第二位。

“新世界财富”在其公布
的排名中统计的是各国
国 民 的“ 总 体 个 人 财
富”，其中包括房地产、
现金、银行存款和事业生
意等。

中国的“总体个人
财富”达到 17.4万亿美
元，排名第二。报告指

出，中国在最近 15年里
展现出的财富增加速度
最快。最富裕的国家是
美国(48.9万亿美元)，
第三名是日本(15.1万
亿美元)。

前十名中还有英国
(9.2 万亿美元)、德国
(9.1 万亿美元)、法国
(6.6 万亿美元)、印度
(5.6 万亿美元)、加拿
大 (4.7 万亿美元)、澳
大利亚(4.5万亿美元)
和意大利 (4.4 万亿美
元)。

世界最富裕国家名单出炉：

美国第一 中国第二

8 月 24 日
是 最 大 飞 行
器 试 飞 的 第
七天，然而它
却 撞 上 了 电
线杆，被迫俯
冲降落，损坏
驾驶舱。

新华社长沙8月 24日专电 记者 24日
从湖南省纪委获悉，今年以来，湖南省大力惩
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开展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
治。截至目前，共追缴违纪资金近1.4亿元。

据介绍，自今年３月开展“雁过拔毛”式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以来，湖南省纪委先后两
次从群众反映强烈的举报件中筛选出 200件
重点问题线索，向全省 14个市（州）纪委和省
财政厅等 12个省直单位纪检组（纪委）发函
交办、挂牌督办，要求限期核查处理。４次集
中通报了各地查处的典型案例109起。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南省共受理截
留挪用、虚报冒领、侵占贪污、优亲厚友等各
类举报 4133 件，立案 2472 件，处理 2789
人，党纪政纪处分 1501人，移送司法机关
195人，全省共追缴违纪资金近1.4亿元。

湖南严查
“雁过拔毛”式腐败

法国海军造船局集团机密文件泄露，刚
下“大单”的澳大利亚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澳
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布莱·特恩布尔接受媒
体采访时，有意淡化文件外泄事件，强调外泄
文件与澳大利亚即将建造的潜艇关系“不
大”。

《澳大利亚人报》8月 24日报道，法国海
军造船局泄露的文件多达 22400页，涉及法
国为印度制造的“鲉鱼”级常规潜艇详细设计
方案。而就在今年４月，法国海军造船局刚
击败德国和日本竞标方，赢得澳大利亚海军
潜艇建造大单，金额高达 500亿澳元（约合
2531亿元人民币）。按计划，法国海军造船
局将以法国“梭子鱼”级核潜艇为蓝本，为澳
方制造常规潜艇。

为缓解澳方担忧，法国海军建造局发表
声明说，所有与澳大利亚潜艇建造有关的数
据都受到了绝对保护。另外，印度潜艇的数
据也并非从法国海军造船局泄露。

在澳大利亚国内，总理特恩布尔也着力
安抚法国文件泄露引发的紧张情绪。

特恩布尔说：“澳大利亚建造的潜艇与印
度建造的潜艇是一个完全不同模式的潜艇，
它们不是同一个类型的潜艇。另外，泄露的
是几年前的文件，与澳大利亚的潜艇关系不
大。”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对机密文件泄露保持
乐观的态度，但美国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澳
大利亚人报》称，美国政府担忧文件泄露，将
导致美国安装在澳大利亚潜艇上的先进隐形
和作战系统暴露。

报道说，美国如果认为其革命性技术不
能得到充分保护，将修改提供给澳大利亚潜
艇安装的系统。

法国潜艇文件泄密
刚下“大单”的澳大利亚忙“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