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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当局18日宣布，沙特已捣毁一
个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有关联的
网络，迄今已逮捕431人。

沙特内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沙特当局“过去几周内，成功捣毁一个
由一连串小组组成、与恐怖组织‘伊斯
兰国’有关联的网络”。

这一网络成员参与“由外国一些动
荡地区策划的阴谋，旨在（在沙特）制造

教派冲突和传播骚乱”。他们策划在沙
特多地发动针对清真寺、政府机构、安
全设施和警察部门的恐怖袭击。

按照沙特内政部的说法，这一网络
成员从6月5日开始连续6个周五策划
对沙特东部什叶派清真寺实施自杀式
袭击。他们还计划袭击一座外国大使
馆和警察居住区。

其中多数袭击阴谋被挫败，但部分

计划得以实施，包括今年5月发生在沙
特东部针对什叶派清真寺的两起自杀
式炸弹袭击。

沙特内政部说，为了实施这些计划，
这一网络成员还在沙特东部沙漠中设立
训练营，以对实施者进行军事培训。

沙特内政部说，逮捕行动中，包括
安全人员和平民在内的37人死亡，120
人受伤，另有6名“恐怖分子”遭击毙。

被捕人员中，多数为沙特人。此外，
还有来自也门、埃及、约旦、叙利亚、阿尔
及利亚、尼日利亚和乍得等国人员。

这些被捕人员所犯罪行包括走私
爆炸物、制造自杀式背心、向自杀式袭
击者提供运输和物资支持等，其中144
人被指控“在互联网上散播极端思想和
招募新成员”。

去年，沙特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对“伊

斯兰国”打击行动，并宣布“伊斯兰国”为
恐怖组织，称其为伊斯兰教最大敌人。
这招致“伊斯兰国”怨恨，后者发誓要对
沙特进行报复，在其境内发动袭击。

今年5月沙特东部什叶派清真寺袭
击事件发生后，沙特内政大臣穆罕默
德·本·纳伊夫说，“类似事件不会动摇
我们”，沙特的安全依然“处于控制
中”。 李良勇（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沙特捣毁IS网络 逮捕431人

国际专业武器研究机构和叙利亚
库尔德民兵武装17日指认，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IS）上月在与叙利亚和伊拉
克库尔德民兵作战时曾使用化学武器。

冲突装备研究所（CAR）和另一家
武器研究机构“沙汗研究”当天在一份
声明中说，“伊斯兰国”曾于6月21日或
22日向伊拉克库尔德民兵发射了一枚
装填化学制剂的炮弹。此外，这一极端
组织还于当月28日两度向叙利亚东北
部哈萨卡省的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
队”成员发动类似攻击。

按照“人民保护部队”的说法，两次
攻击中，“伊斯兰国”武装共发射24枚弹
射炮弹，分别以库尔德人控制的哈萨卡
市萨利希耶区和泰勒布拉克镇以南的
库尔德据点为目标。这一民兵组织在
声明中描述，炮弹撞击地面后释放出刺
鼻、类似腐烂洋葱气味的黄色气体，周
围地面则布满一种起初为绿色、接触阳
光后变成黄色的液体。

“暴露在这种气体下的武装人员喉
咙、眼睛和鼻子出现灼烧感，同时伴有
强烈的头痛和肌肉痛，注意力和行动力
受限，”声明说，“更长时间暴露于这种
化学物质则引起呕吐。”

这一民兵组织说，这两起袭击没有
造成库尔德民兵死亡，暴露在这种化学

物质下的武装人员症状也逐渐消失。
最近几周，“人民保护部队”从“伊斯兰
国”武装人员手中起获了一批工业级防
毒面具，也从侧面“证实他们在这一战
区为化学战做了相应准备”。

按这两家武器研究机构和“人民保
护部队”的说法，他们提取了那些在泰
勒布拉克镇曾暴露于化学物质的民兵
尿液，检测显示它们对一种普遍用于杀
虫剂的化合物呈阳性。

虽然目前还无法判定“伊斯兰国”在
针对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的两次袭击中所
使用化学制剂的确切成分，但这两家武
器研究机构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极端组
织在伊拉克所使用的化武及其临床表现
呈现出“与氯气作用相一致的特点”。

它们警告，“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地
发动的这3起攻击是这一极端组织首次
被发现针对库尔德民兵和平民使用装
填化学制剂的弹射炮弹，这一动向需要
引起高度关注。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上
月曾表示，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准
备使用化武的迹象，可能已经招募开发
化学武器的专业人员。一些媒体先前
报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使
用的简易爆炸装置中含有有毒化学物
质氯。 闫洁（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IS疑在叙伊两地使用化武

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两处军事
设施16日发生枪击事件，24岁的枪手穆
罕默德·优素福·阿卜杜拉兹被击毙。

随着调查的深入，阿卜杜拉兹的更
多情况浮出水面：他生活在一个存在家
庭暴力的家庭，多次去约旦探亲，曾短
暂工作于美国一家核电站。该核电站
表示，阿卜杜拉兹并未接触过敏感核电
信息。

“不达标”雇员

法新社 17 日报道，阿卜杜拉兹
2013年就职于俄亥俄州佩里核电站，
因没能满足继续雇用的“最低标准”被
解雇。运营商“第一能源”透露，阿卜杜
拉兹于2013年5月20日至5月30日
在佩里核电站短暂工作。

佩里核电站新闻发言人斯特凡妮·沃
尔顿说：“雇佣方认为，阿卜杜拉兹未能符
合继续雇用的最低要求，解雇了他。”

沃尔顿说，阿卜杜拉兹就职于佩里
核电站期间，只被允许进入行政楼接受
一般性训练，从未进入核电站受保护敏
感区域。阿卜杜拉兹也没有获取过核
电站敏感信息。

阿卜杜拉兹制造田纳西枪击事件
后，佩里核电站的工作人员通知了核电
站管理层。沃尔顿说，核电站已经联系
核管理委员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官员，正

“全力配合”执法部门的工作。

破碎的家庭

美国反恐部门官员指出，在田纳西
枪击案之前，他们从没有调查过阿卜杜
拉兹，但他的父亲优素福·阿卜杜拉兹
却是执法部门问询“常客”。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优素福
先后两次因涉嫌向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附属组织输送金钱而
受到调查。不过，两次调查最终都没有
立案。

近年来，阿卜杜拉兹家庭更是麻烦
不断。优素福2002年寻求破产保护，
阿卜杜拉兹的母亲拉斯米亚7年后向
法庭提交离婚申请。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优素福一度
登上涉恐观察名单，被禁乘飞机。不
过，优素福很快解禁。

频频约旦行

约旦，是阿卜杜拉兹经常造访的国
家，去年他在那里待了7个月。不过，
阿卜杜拉兹此行是去看望舅舅，暂未发
现他和恐怖主义存在关联。

阿卜杜拉兹此前至少去过约旦4
次，每次停留两周至两个月。美国执法
部门官员说，阿卜杜拉兹这4次约旦之
行分别发生在2005年底、2008年夏、
2010年夏和2013年春。

约旦并不被视作恐怖主义组织训
练基地所在地。

另据报道，田纳西枪击案又有新细
节曝光。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埃德·赖
因霍尔德说，阿卜杜拉兹作案时至少携
带两把长枪，他还持有一把手枪。作案
时，阿卜杜拉兹并没有穿防弹衣。

一些了解阿卜杜拉兹的人员告诉
调查人员，这名喋血枪手平时个性开
朗，他们完全想不到他会去“杀人”。

刘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田纳西枪击案凶手是个什么人？

7月16日，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特种部队士兵参与打击恐怖分子行动。
吉尔吉斯斯坦特种部队16日晚在首都比什凯克采取特别行动，击毙6名恐怖分子。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消

息说，这些恐怖分子来自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国际恐怖组织。 新华社发

阿卜杜拉兹

7月19日，在印度新德里，救援人员在楼房
倒塌现场工作。

当日，新德里一栋4层楼房发生倒塌事故，造
成4人死亡，一名小女孩失踪，并导致它旁边的一
栋居民楼受损。 新华社/法新

印度一楼房倒塌4人死亡

7月19日，朝鲜举行地方人民会议代议员选
举。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
首次举行地方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 新华社发

金正恩执政以来

朝首次举行地方议员选举

作为改善军事训练和战备努力的一部分，俄罗
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7日晚些时候发布政令，
下令新建一支预备役部队。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现
有数百万人的预备役部队，但由于某些限制，他们
几乎没有训练。报道说，与现有预备役部队不同，
这支新的预备役部队将按月发放津贴并定期进行
训练。俄罗斯国防一些官员先前说，新预备役部队
最初招收大约5000人。 刘曦（新华社微特稿）

普京下令
新建预备役部队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地标性商场韦斯特盖特购
物中心在遇袭近两年后于18日重新开门迎客。当
天一早，数以千计顾客便进入商场购物，入驻的赛百
味、肯德基、匡威等外国品牌以及肯尼亚本土超市
Nakumatt内人头攒动。2013年9月，“青年党”
武装人员袭击这家购物中心，致死至少67人。随
后，商场关闭，外国游客也一度对肯尼亚敬而远之。
内罗毕省省长埃文斯·基德罗说，韦斯特盖特购物中
心重新开放表明，肯尼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
全”。来商场购物的埃里克·穆卢卡认为，恐怖分子
制造袭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制造恐慌，“让人们关
闭遇袭的建筑，转而建起纪念公园，但对韦斯特盖特
来说，我们拒绝这样做”。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内罗毕遭恐袭商场重开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
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17日晚通电话，这是两人
近一年来首次交谈。去年夏天，以色列对加沙地
带发动代号“护刃行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
22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73名以色列人丧生，双
方自此再无交流。当晚，内塔尼亚胡就开斋节的
到来致电阿巴斯。 刘曦（新华社微特稿）

巴以领导人
一年来首通话

《海南桂林洋高校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5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满足桂林洋高校区发展需求，经报请省住建厅、市政府同意，我
局正按程序开展《海南桂林洋高校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5地块规划
修改。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7月20日至8月28日）。2、公
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
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
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7月20日

变更公告
就海口市滨涯路南侧的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事宜，我局于2015年7月2日在《海南日报》第B06版刊登

了（2015）第10号拍卖出让公告。应海秀高架桥指挥部的要

求，根据海规函[2015]1374号《关于再次提供海秀棚户区改造

及配套项目用地规划条件的复函》提供的坐标制图,现将原公

告中的“用地面积22758.87平方米（合34.14亩）”调整为“用

地面积19966.35平方米”，其他拍卖出让条件不变。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7月20日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口市四类水务项目PPP全过程咨询服务已

由海口市水务局批准，招标单位为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海口市四个水务项目PPP系指城
市污水处理厂项目、镇域供水项目、原水管网项目和城市供水
等四个水务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投标人资格要求：1具备
国内独立法人资格；2具有承担水利工程和水务项目招商的专
业能力并有不少于五项招商融资成功经验。

请于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7月24日（工作日）每日
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在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区国贸玉沙路14号中房高级公寓902房。

报名相关资料详情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联系方
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南省图片社。
二、招标项目：海南影像志精品文化工程项目航拍直升机渠

道采购。
三、项目概况：对海南省18个市县、海湾、海岛进行航拍，航

拍时间为8-9月。
四、招标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
五、报名条件：投标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相应的经营

资质和一定经营规模，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
六、报名方式：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5年7月

20日下午五点前到我单位报名，报名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证件类资料需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七、招标文件的获取：经我单位审查资格合格后，发放招标
文件。

八、联系人、电话：吴女士，0898-66810645。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南省图片社。
二、招标项目：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展览施工布展。
三、项目概况：在海口市云龙红军改编旧址，拆除原展馆，重

新施工布展。
四、招标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
五、报名条件：投标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相应的经营资

质和一定经营规模，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
六、报名方式：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5年7月

20日下午五点前到我单位报名，报名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证件类资料需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七、招标文件的获取：经我单位审查资格合格后，发放招标文
件。

八、联系人、电话：陈小姐，0898-66810645。

海南省司法医院是经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为
监狱工作服务的正处级事业单位，其工作人员纳入财政预算管
理事业编制。根据工作需要，拟面向全国公开选调医疗专业技
术人员28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条件：（一）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品行
端正;（二）具有国家授予的执业医师资格;（三）具有医学类
专业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四）副主任医师年龄男性45周
岁以下、女性42周岁以下;主治医师年龄男性40周岁以下、
女性37周岁以下;执业医师年龄在35周岁以下。有特殊专长

的年龄可适当放宽;（五）身体健康;（六）现在编在岗的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

二、选调工作详细信息请登录“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网站”（网址：http://hi.lss.gov.cn）、“海南司法行
政网”(网址： http://justice.hainan.gov.cn)查询。《报名登
记表》在海南司法行政网下载，报名时间截至2015年 8月
13日。

海南省司法厅政治部人事警务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曾冲0898-65919020，孙天0898-65919021。

海南省司法厅关于面向全国公开选调
海南省司法医院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的公告

公 告
中铁·龙波湾项目位于临高县临城镇洋甘村委会龙波村

的龙波湾，现因项目建设需要，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青苗、建
筑物、构建物、鱼虾塘、坟墓等急需清理和搬迁，请有关权利
人携证明材料于2015年8月8日前到项目拆迁小组办理登
记和补偿手续，并在2015年8月23日前自行清理、搬迁完
毕。逾期不自行清理、搬迁的，一律视为无主物处理。

联系地址：临高县临城镇洋甘村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圣顿 手机：15120902796

黄家全 手机：13976751258
特此公告

临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7月20日

美国最后一个降下邦联旗的南卡罗
来纳州18日又因邦联旗出事了。数十
名反对降旗的三K党成员和几百名黑人
社团成员在州议会大楼前示威时发生摩
擦，虽然没有造成严重暴力事件，但有多
人受轻伤，另有至少5人被拘捕。

邦联旗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
队所用的旗帜，被民权运动人士指认为
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白人男子戴伦·鲁
夫上月血洗一所黑人教堂前，曾发布手
持“邦联旗”的照片，并扬言发动“种族战
争”，引发全美“降旗”浪潮。

当天在南卡州议会大楼前举行示威
的两个组织均来自外州：三K党是北卡
罗来纳州的“忠诚白人骑士”，黑人社团
名是佛罗里达州的“黑人公平教育家”。

数十名三K党成员在南卡州议会大
楼一侧挥舞邦联旗，呼喊口号，反对南卡
州政府移除旗帜。个别人还举着纳粹十
字标志，还有人做纳粹举手礼。

三K党鼓吹白人至上，宣扬种族主
义，是美国臭名昭著的民间仇恨团体。
虽然近年来随着民权运动发展，影响减
弱，但在美国白人中依然拥有庞大市场。

在大楼另一侧，大约200百名黑人
民权组织成员同时也在集会。他们同样

打着标语，振臂高呼口号，一些人焚烧邦
联旗，现场燃起黑烟。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个示威
团体一开始相安无事，但随着围观的人
越聚越多，气氛开使紧张，双方发生言语
攻击和肢体冲撞。一些三K党成员用带
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词语辱骂黑人，有几
对从口角升级为拳脚相向。

事先得知示威活动的警察当天在现
场增强了警力，以防发生暴力流血事
件。警方发言人谢里·亚科贝利说，警方
以扰乱治安和侵犯人身罪名为由逮捕5
人，另有23人在冲撞中受轻微外伤。

南卡州州长妮基·黑利前一天发表
声明，奉劝市民别去州议会附近“凑热
闹”。她称三K党的举动“扰乱秩序、播
撒仇恨”。她说，远离三K党才“对得起”
查尔斯顿教堂的那9名遇害者。

不过，市民苏珊·莱顿还是带着自己
的几个孩子来到示威现场。她解释说，
自己不是来看热闹，而是教育孩子。

这位母亲说：“要实现种族平等需要
真正的社会变革和修复工作，我们还有
许多工作要做。我认为，如果你不亲眼
目睹，用心感受，你还是无法感同身受。”

王宏彬（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三K党、黑人组织
在美南卡爆发冲突

多人受轻伤，至少5人被拘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