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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升至第二位

过去12年来，默克尔共10次跻身
“世界百强女性”排行榜，今年则是连续
五年高居榜首。《福布斯》解释道，默克
尔赢得第三个总理任期、带领德国打败
经济衰退并且试图帮助希腊重振经济。

在今年榜单中，宣布参加2016年
美国总统选举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
顿排名首次跃升至第二，格外引人注
目。按照《福布斯》的说法，希拉里从去
年的第六名，晋升至距离桂冠“只有咫

尺之遥”。
前十名中，共有7名美国人，包括微

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盖茨
（第三）、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第
四）、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第
五）、脸书首席运营官谢里尔·桑德伯格
（第八）、硅谷精英苏珊·武伊齐茨基（第
九）、“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第十）。

令人唏嘘的是，桑德伯格与丈夫、
前雅虎高管戴夫·戈德堡均为硅谷大
鳄，原本是一对令人称羡的“最强夫妻
档”，但戈德堡20多天前不慎摔下跑步
机身亡，年仅47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国籍总裁克
里斯蒂娜·拉加德和巴西总统迪尔玛·
罗塞夫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

超过半数是美国人

《福布斯》杂志于2004年首次评
选世界百强女性，以财富、媒体曝光率
和影响力三个因素为评选标准，每年
从商界、金融界、媒体、娱乐界、慈善组

织、政界、科技界等8个领域选出100
名上榜者。

今年上榜人物中，超过半数是美国
人。其中，当红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
首次上榜，凭借25岁年纪，成为该排行
榜自创制以来最年轻的上榜者。

这份杂志评价，斯威夫特唱片销量
惊人，创作歌词诚实，而且还是“令人印
象深刻的女企业家”。

整体而言，娱乐圈女星在百强榜上
的表现依然欠佳，排名最高的美国歌手
碧昂斯仅位列第21名，还不及去年的
第17名。

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共有6名女
性进入百强，其中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陈冯富珍、支付宝“掌门人”蚂蚁金
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彭蕾、影视明星
姚晨等。

有9名国家元首

今年上榜女性中有9名国家元首，
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们国家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为9.1万
亿美元。

榜单中包括15名亿万富翁，她们的
净资产总和超过733亿美元。这些亿万
富翁中，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
里在百强榜上的排名最靠前，列在第12
位，她的个人净资产约为30亿美元。

《福布斯》说，这100位女性在“推
特”微博客和YouTube视频分享网站
两大社交媒体上拥有的“粉丝”数量超
过4.74亿。

杨舒怡（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福布斯“百强女性”榜单出炉

默克尔连续五年蝉联榜首
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6名女性上榜

“热死人”，这个词这几天在印度
不再是修辞手法，而是对现实情况的
真实描述。据印度媒体报道，截至26
日，印度部分地区高温天气导致的死
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印度气象部门预计，高温不会立
即缓解。

路面被晒化

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说，截至26
日，印度南部的安得拉邦因高温天气
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852人，特伦甘
纳邦的死亡人数增加到 266人。此
外，在古吉拉特邦、奥里萨邦、西孟加
拉邦也均有死亡人数报告，共约有数
十人死于高温天气引发的中暑。

炽热天气一周来席卷印度大片地
区。南部的安德拉邦受热浪袭击最严
重，25日气温达到47摄氏度，551人
在过去一周中死于高温。

在邻近的特伦甘纳邦，上周末温度
飙升至48摄氏度，一周以来231人死
亡；西部的奥里萨邦11人死于热浪。

首都新德里25日和26日最高气
温都逼近46摄氏度，为两年来最高，
超出正常平均温度约5摄氏度。《印度
斯坦时报》的一张照片中，新德里一条
马路的一段路面被晒化，白色的人行
横道标志线扭曲变形，甚至被融化的
沥青掩盖。

在安德拉邦的嫩迪加马市，一位
名叫纳加玛的妇女失去了丈夫。她的
丈夫中暑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输液抢
救，然而15分钟内就不治身亡。

死者多为穷人乞丐

死于印度热浪的多为穷人、乞丐、
无家可归者和建筑工人。安德拉邦和
特伦甘纳邦已经发布高温红色警报，
要求民众避免在正午至下午4时之间

从事劳动。安德拉邦灾害管理部门主
管说，政府已经要求所有医生不得休
假，每名因高温死亡者的家庭将获得
10万卢比（约合1600美元）补偿。

安德拉邦政府劝告民众尽量避免
出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打伞、戴帽
子。另外，需要采取其他防暑降温措
施，比如多喝水或酸奶，穿纯棉衣服。
政府方面还呼吁民间组织配合，设立
饮水站供民众使用。

尽管酷热难耐，一些人仍不得不

劳动谋生。现年65岁的甘加玛在安
德拉邦首府海德拉巴的街头贩卖香烟
为生。“我有糖尿病，却还得出摊，因为
我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她告诉法
新社记者。

哈里·奥姆在新德里街头售卖食
品。因为酷热，他的生意不好。“我早
上做这些食品时，它们都是新鲜的，现
在却全部开始坏了，”他说，“生意不
好，可是有什么办法？大家都不来买，
因为没有胃口，只愿意喝冰水。”

高温持续时间长

印度气象局专家说，印度夏季高
温是正常现象，不过以前一次高温天
气通常仅持续三四天，而这次持续时
间长。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这次高温
持久的主要原因是季风季节开始前降
雨骤减。两周前在阿拉伯海上空发展
的一股气旋突然减弱；本来能带来降
雨的孟加拉湾低气压转向印度东北部
地区。上述因素导致印度从南至北出
现一条稳定的高温天气带。

印度气象局26日预计，包括新德
里在内，高温天气在印度多地至少还
要持续两天。“就现在而言，我们预计，
极端高温今后几天不会有任何缓解，”
一名气象局发言人说。

惠晓霜（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高温热死印度 多人

伊拉克政府军和民兵26日开始在安巴尔省发动攻势，力图夺
回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省府拉马迪。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把拉马迪失守归咎于伊军“没有斗
志”，受到伊方反批。进而，伊拉克政府向俄罗斯寻求军事援助。

一名伊军士兵回忆了伊军艰苦抵抗“伊斯兰国”进攻的场景，
称失利缘于指挥不力。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人民动员组
织”26日宣布，由政府军、逊尼派和什
叶派民兵组成的联军当天开始在安
巴尔省和萨拉赫丁省同时发动攻势。

在安巴尔，政府军和民兵将在拉马
迪和费卢杰展开进攻；萨拉赫丁省的行
动旨在切断“伊斯兰国”向安巴尔省的运
输补给线，并夺回炼油重镇拜伊吉市。

伊拉克国家电视台也援引总理海

德尔·阿巴迪和国防部长哈立德·奥贝
迪的话报道，政府军和“人民动员组
织”已经发起“大规模”攻势，安巴尔省
的解放“指日可待”。

“人民动员组织”发言人艾哈迈
德·阿萨迪称，伊军已经从三个方向包
围了拉马迪，这次行动“用不了很长时
间”。伊军投入一种新武器，将给“伊
斯兰国”以“意想不到”的打击。

拉马迪本月17日失守，是伊拉克
政府与“伊斯兰国”交战近一年来遭受
的又一场重大失利。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24日在美国
媒体上把拉马迪失守归因于伊军“怯
战”，称伊军在人数“远超”对方的优势
下撤退，是“没有战斗意志”的表现。
美方还对伊军把大量美制武器装备丢
弃给“伊斯兰国”表示不满。

卡特的言论受到伊方官员反驳。
伊议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基
姆·扎米利说，伊军“缺乏好武器和空
中支援”，美方应提供先进武器而不是
指责伊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对卡特

的说法“感到惊讶”，推测卡特“由于得
到错误信息”才这样说。

面对美方指责，伊拉克内政部长
穆罕默德·萨利姆·加班26日表示，伊
拉克不会只依靠美国援助。他接受今
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提
供的支持“不足以击败‘伊斯兰国’”，
而俄罗斯能够提供伊拉克所需的武器
弹药和情报。“我们需要不同种类的武
器，我们不能只依靠某个特定国家的
某种武器，”他说。

阿巴迪本月初访问俄罗斯，与俄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讨论了两国军
事技术合作。

批美“不给力”

A 投入“新武器”

伊美高官就拉马迪失守互相指
责，一名一线士兵则表示，伊军虽然打
得艰苦，但是并没有丧失作战意志，失
利原因在于指挥和后勤补给。

阿萨德·亚西里告诉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记者，他的分队是最后撤离
拉马迪的伊军之一。他们有大约140
人，每20多人组成一个分队，在拉马
迪城西部开阔地带作战。

亚西里描述道，他的分队三面受
敌，两辆“悍马”军车遭路边炸弹炸毁，
5名士兵阵亡。然后，“伊斯兰国”武
装人员“开着几辆装载炸药的推土机
向我们冲来”。

交战持续数小时，一部手机视频
记录下尾声阶段。激烈的枪声中，亚
西里的指挥官命令士兵继续作战，并
用电台请求空中支援。

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友邻分队
的防线遭突破，亚西里的分队腹背受
敌。一名士兵高喊需要弹药，亚西里
跳出装甲车，向那名士兵跑去，却被一
颗子弹击中胳膊。他倒在地上，由另
一名士兵拖到安全地带。稍后，现场
再次传出“没子弹了”的喊声，继而是
撤退命令。

亚西里说，他们本来决心继续作战，
但是撤退命令已下，而且车队开始撤退，
他不得已撤出战斗。他认为，伊军士兵
有作战意志，只是指挥和补给不力，士兵
没有获得足够弹药补充和支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报道，伊拉克
政府已经下令调查谁下达了撤退命
令。 惠晓霜（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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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卖力”

美国《福布斯》杂志26日发布“2015年世界百强女
性”排行榜，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连续五年蝉联榜
首，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共有6名女性上榜。

冒着美国指责的冒着美国指责的口水口水

伊军反伊军反攻攻
安巴尔安巴尔

10 岁乌克兰女孩安娜·克利莫费茨夺得
“2015迷你世界小姐”选美比赛冠军。这场赛事
在土耳其博德鲁姆举行，为期10天。来自各国的
小美女们仿照“世界小姐”比赛程序，以历史或神
话人物形象展示民族服装，还展示了晚装和运动
装。克利莫费茨因为活泼的个性和娴熟的模特表
演技能入了裁判的眼。不过，小姑娘的优点可能
不包括谦虚这一项。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庆祝这
次夺冠，还在一段视频中边照镜子边臭美地说：

“我这么漂亮，这么可爱，还这么聪明。”迷你世界
小姐选美比赛今年已是第23届，参赛选手年龄要
求为5岁至14岁。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新迷你世界小姐出炉

津巴布韦卫生部门26日说，这个非洲南部国
家去年分发1亿多只安全套，较前年大幅增长，意
味着更多人进行安全性行为，以防艾滋病病毒感
染和传播。津巴布韦全国预防艾滋病委员会官员
阿蒙·姆波富介绍，这一机构2014年分发1.04亿
只男用安全套和520万只女用安全套，而2013年
分发的总数为2800万只，“安全套的分发和相应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下降，显示人们在使用保
护措施”。艾滋病是南部非洲主要致死原因之一，
各国卫生部们提倡安全性行为以阻止病毒传播。
在津巴布韦，酒吧、诊所、大学等公共场所可以免
费领取安全套，在农村地区，社区卫生员工向居民
分发安全套；商店则以政府补贴价格出售安全
套。据全国预防艾滋病委员会介绍，津巴布韦
1300万人口中大约13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其
中将近62万人在接受抗逆转录治疗。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津巴布韦发放
上亿安全套抗艾

英国老夫妇彼得和艾琳·克赖顿历时20年自
驾周游世界，行程32万公里，实实在在地证明“人
老心不老”，“夕阳无限好”。彼得和艾琳现年72
岁和65岁，上世纪90年代在中东地区工作期间
驾驶一辆越野车游遍阿拉伯半岛，1999年把车从
迪拜运到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开到中国，之后又
去了西伯利亚。从2000年开始，两人开车去了北
美、澳大利亚、南美，非洲西北部、北欧。如今，夫
妇俩又在计划今年12月再次上路，从巴拿马出
发，沿美洲西部的大陆分水岭旅行，直到加拿大。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一对老夫妇

自驾20年游世界
5月26日，在印度海得拉巴，一名男子在烈日下出行。 新华社/法新

国际指数公司富时集团（FTSE）
26日宣布，正式启动将中国A股纳入
全球基准指数的过渡计划。而根据摩
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官网
信息，MSCI 将于下月公布其年度审
查结果，届时中国A股是否会被纳入
影响力更大的MSCI基准指数将正式
揭晓。

华尔街有关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富时抢在MSCI年度审查结
果公布之前宣布将中国A股纳入其全
球基准指数，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资
本市场逐渐开放的一种肯定，将对中国
A股形成长期利好，而这也会在某种程
度上刺激 MSCI，提高中国 A 股纳入
MSCI基准指数的可能性。

此前，知名投行高盛表示，MSCI有
50％概率在6月份宣布将中国A股纳入
其基准指数，如果今年无法纳入，明年纳
入指数的概率接近100％。

富时26日在其新闻公告中表示，鉴
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及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审批额
度的进一步增加和申请流程的改善，富
时推出了两个包含中国A股的新兴市
场指数。

富时表示，中国A股在这两个指数
中的权重取决于QFII及RQFII审批额
度总规模，其初始权重约为5％，在中国
A股完全自由可供国际投资者投资时，
该权重有望增至32％（以2015年 3月
31日市值计算）。如把包括B股、H股、
民企股和红筹股的全部中国股票计算在
内，中国股票的权重届时将占到富时新
兴市场指数的50％。

美国信安环球股票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兼基金经理李晓西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包括QFII、RQFII、沪港通以及筹
划中的深港通在内，中国政府推动资本
市场对外开放的举措有目共睹。

他说，中国也已明确提出希望人
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
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有望进一步加快。中国资本市场对
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的趋势是十分明
朗的，正是看到这一点，富时才有预见
性地启动将中国A股纳入其全球基准
指数的计划。

富时的这一举动还有望倒逼MS-
CI 加快将中国A股纳入其基准指数。
信安环球股票有限公司目前管理着约
800亿美元的全球股票基金。李晓西
说，近年来富时指数发展势头很好，越来
越受到全球各大基金经理的欢迎，在配
置环节上，其本身就较MSCI指数有成
本优势，在其产品内容正式吸纳中国元
素后，如果MSCI不能跟上，就会面临丢
失市场份额的风险。

专家们普遍认为将中国A股纳入
全球知名指数是好事。原摩根大通首席
股票策略师、现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Fundstrat创始人托马斯·李认为，中国
A股纳入国际知名基准指数，将为市场
注入更多资金，增强市场活力，并将促使
中国股市发展更加规范。

不过，中国A股要进一步增强国际
影响力，还需继续推动资本市场的对外
开放。凯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风险总监
严鸣表示，中国A股能够最终成为全球
股指的一部分并占有相应份额，还要解
决好人民币自由兑换及A股的全球流
动性等问题。

记者王乃水 黄继汇 孙鸥梦
（新华社纽约5月26日电）

中国A股可期加入
国际主流指数

据新华社阿布贾5月27日电 尼日利亚东
南部贝努埃州当局26日说，近日该州数座村庄遭
武装人员袭击，死亡人数恐上百，袭击人员据信为
游牧部族富拉尼人。

贝努埃州州长加布里埃尔·苏斯瓦姆发布声
明说，身穿军装的游牧部族人员23日袭击该州洛
戈地方政府所在区域的村庄和难民营，任意向人
们开枪。

尼日利亚一名高级军官说，洛戈地区5座村
庄发生战斗，交火持续数日。

当地警方发言人奥斯汀·埃泽阿尼说，洛戈地
区的3座村庄24日遭疑似富拉尼人的不明武装
袭击，当天证实有23人遇害。他说，警方尚未确
定袭击的动机，已派人前往事发村庄调查。

尼日利亚村庄遭袭
死者恐上百人

韩国疾控中心27日证实，国内中东呼吸综合
征（MERS）患者人数已增至5人，第五名患者是
首例MERS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医生。首名确诊
患者现年68岁，4月中旬前往中东三国旅行，本
月4日返回韩国，20日被确诊感染这种新型冠状
病毒。此后，他的妻子以及同病房一名76岁男子
不幸“中招”。接下来，76岁男子的女儿也因停留
在病房数小时而染病。目前，已有64名曾与首名
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接受隔离观察。首名患者
的医生22日被隔离，25日出现发烧、腹泻等症
状，后被确认感染。但同一时期照看这名患者的
一个护士没有患病。MERS冠状病毒2012年9
月首次在沙特被发现，感染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
吸系统综合征并伴有急性肾衰竭，死亡率达
40.7％，目前还没有针对它的特效药和疫苗。

杜鹃（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5人
患中东呼吸综合征

美国海军一名军人涉嫌偷拍首批登上潜艇服
役的女兵淋浴、更衣等且散播相关视频，26日被
判处两年监禁。获罪士兵名为查尔斯·格里夫斯，
在美国海军“怀俄明”号核动力潜艇上服役。他涉
嫌过去一年多来利用隐藏摄像头偷拍核潜艇上的
女兵淋浴及更衣等，还把所拍视频发送给其他
人。格里夫斯供述，作案过程中，其他几名军人会
把风，当得到女兵进入淋浴室的信号后，他开启手
机摄像功能，从一处预设好的位置偷拍。这起案
件中，共有7名军人遭到指控，格里夫斯是唯一一
名因偷拍受到指控的军人。因此案受害者是美国
海军2010年宣布取消针对女性上潜艇服役的禁
令后，首批上潜艇服役的女兵，此案被认为严重破
坏了海军形象。 徐超（新华社微特稿）

偷拍女兵洗澡

美一潜艇士兵获刑

5月26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与安全部队成员在安巴尔省的尼拜集结。
新华社/路透

希拉里希拉里 默克尔默克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