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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7 年

12月18日上午10时至2017年12月19日
上午10时止在“公拍网”进行网络司法拍
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与和县路交口

合肥瑶海万达广场2幢住宅2404室房产，建
筑面积约111.55㎡，起拍价153.84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公告之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17 日 17 时止
接受咨询，看样请联系拍卖辅助机构。

三、注意事项：具体要求详见“公拍网”
该标的拍卖公告等文件。具体事宜咨询安
徽精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辅助机构）。

咨询电话：13505658345
地址：巢湖市巢湖中路239号
监督电话：0551－65352730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7日

拍卖公告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1月2日上午10时至2018年1月3日上午
10 时止在“淘宝网”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与定远路交口

风景苑 6 幢 6 层 601 室房产，建筑面积约
195.68㎡（其中阁楼建筑面积约61.09㎡），
起拍价185.18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17 时止接
受咨询，看样请联系拍卖辅助机构。

三、注意事项：具体要求详见“淘宝网”
该标的拍卖公告等文件。具体事宜咨询安
徽精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辅助机构）。

咨询电话：13505658345
地址：巢湖市巢湖中路239号
监督电话：0551－65352860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7日

彩票开奖台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
“排列3”开奖公告

第17323期 中奖号码：572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
“排列5”开奖公告

第17323期 中奖号码：57236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713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917631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7139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02、14、20、24、28、32

蓝色球号码：16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
开奖公告第2017323期

中奖号码：02、04、09、16、18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7323期中奖号码：280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7323期

中奖号码：09、11、12、14、15

埃及西奈半岛一座清真寺11月24日遭
武装分子开枪及炸弹袭击，这是动荡不安的
西奈半岛四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案。截
至目前袭击已造成 305 人遇难，埃及官方已
将这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军方并对极端
分子连夜展开空袭与突袭行动。

IS分支此前多次制造袭击
法新社报道称，埃及检察机关在声明中

更新了死亡人数，目前已知305人丧生，其中
包括27名孩童。

目前还无人宣称对此案负责，但据分
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伊拉克与叙利
亚遭美国支持的部队击溃后，仍有分支幸
存，而埃及军队正和当地顽抗的IS分支组织
作战。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埃及军方于
2013年解除时任总统穆尔西的职务后，包括
伊斯兰国(IS)组织利比亚分支成员在内的极
端武装分子，就以西奈半岛为主要基地，不
断对军警发动袭击；除了军警，他们也把目
标锁定为教徒，多次攻击基督教教堂，迄今

已造成数百人死亡。
据报道，IS在埃及的分支经常在西奈制

造袭击事件，并活跃于阿里什市。

埃及总统发表讲话军方连夜反恐
埃及军方在西奈地区连续采取军事行

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但今年以来，当地安
全局势仍日益严峻，北部城市坦塔、亚历山大
4月发生恐怖袭击后，埃及议会表决通过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三个月的紧急状态，并于7月和
10月两次宣布延长紧急状态三个月。

此次袭击发生后，埃及总统塞西第一时
间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商讨打击恐怖主义的
对策，并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塞西发表电视
讲话说，此次袭击“旨在企图阻止我们的反
恐努力”。他说，“武装部队和警察将复仇，
以最强力手段恢复安全和稳定局势。”

另据 BBC 报道，埃及军方发言人说，作
为对该次袭击事件的回应，军方对据报藏有
武器弹药的“恐怖分子据点”进行了空袭，袭
击中使用的几辆汽车已被找到并被摧毁。

▋据中新社

津巴布韦当局上周已经承诺穆加贝夫
妇将享受豁免，不会遭到起诉，不会被没收
家族财产。

这名高级官员透露，根据穆加贝与当局
达成的协议，穆加贝夫妇将立刻收到“500万
美元的现金”，剩余的钱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发出，总数“不少于1000万美元”。

这位93岁的前总统还将继续享受15万
美元的年薪直到去世。穆加贝去世后，格雷
丝将继续每年领取7.5万美元的退休金。

这对前总统夫妇得以保留所有的私人
财产，包括豪宅、乳制品农场，夫妇两人的医
疗、安保、家政服务和外国旅游的费用将全
部由政府承担。

除了穆加贝的直系亲属外，其大家族成
员的财产也将免于当局调查。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透露信息的官员
称，穆加贝之所以迟迟不宣布辞职，正是因
为与其相关的资产太多，在协议中列出完整
清单花了很长时间。

在宣誓就职时，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

瓦称赞穆加贝为津巴布韦做出了“巨大贡
献”并敦促该国民众不要采取任何形式的

“报复行动”。
但这份丰厚的退休协议引发了反对党

派和独立议员的不满，抱怨对相关协议完全
不知情，指责其违反宪法。

在穆加贝担任总统时，格雷丝就因为生
活奢华被称为“古驰格雷丝”。她与穆加贝
所生的大儿子查顿加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炫
富，吹嘘“我爸管着整个国家”。

据媒体报道，格雷丝与前夫所生的儿子
格瑞拉扎持有津巴布韦矿业的大量股份，今
年9月刚从外国购买了两辆劳斯莱斯。

然而不受到这份协议保护的前官员将
面临截然不同的退休生活。

在穆加贝被软禁时，军方于15日逮捕了
前财政部长琼博。上周六，琼博现身法庭就
贪腐罪名接受审判。

琼博的律师称，琼博在被捕时遭到了军
方殴打，曾一度住院接受治疗。琼博被控窃
取360万美元。

穆加贝夫妇的退休生活：

光“遣散费”就不少于1000万美元
和此前外界的担

忧完全相反，现在看
来津巴布韦前总统
穆加贝和妻子格雷
丝将过上富足的退
休生活。

据南非24小时新
闻网和《卫报》11月25
日报道，津巴布韦执政
党民盟的官员透露，穆
加贝和格雷丝将收到
“不少于1000万美元”
的“遣散费”。

▋据澎湃新闻

埃及清真寺遭袭已造成305人遇难
IS疑为凶手 总统誓言反恐“复仇”

美国正变成第三世界国家？
英媒:部分福利指标更差

英媒称，2015年6月15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
竞选总统时，曾警告“我们正变成第三世界国家”。特朗普在
一年半的竞选活动中多次提到此事，它是基于美国与其他国
家相比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已经被批评人士称为夸大其词。
然而，事实上，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一些福利指标位于发达
国家的末尾，有时候甚至处于欠发达国家的水平。

▋据《参考消息》

英国广播公司梳理出以下 6 个反映美国发展水平欠佳
的指标：

1、寿命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最新一期指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

为79.2岁。
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排第40位，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也

低于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古巴等拉丁美洲国家。
2、婴儿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数据——每 1000 名活婴中死亡的数量，是

社会福利的另一个经典指标。
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引用的 2015 年数据指，美国

为5.6，在世界中排名第44位，落后于富裕国家整体水平，更
落后于古巴、波黑以及克罗地亚。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2 年发表的研究，美国的儿
童生存状况在35个发达经济体中位于倒数第二。

3、产妇死亡率
自本世纪开始，美国录得产妇死亡率增长。根据 2017

年1月《柳叶刀》杂志发布的研究，从2000年每1000例活产
婴儿中17.5名孕妇死亡，到2015年的26.5名。

这个现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不同，同期那些地方
的这一数字是在下降。例如，日本（从8.8降至6.4）、丹麦（从

5.8降至4.2）。而且，美国录得的数字比哥斯达黎加（24.3）、
越南（15.6）还高。美国国内也有明显差异，白人产妇死亡率
为13，而非洲裔美国产妇则为44。

4、凶杀率
个人安全是另一个社会福利的基本因素。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报告，美国

录得的凶杀率为每 10 万人中 4.88 人被谋杀，在全球排名
第 59。

该数据与欧洲国家形成对比，如奥地利（0.51）或荷兰
（0.61），也比加拿大（1.68），甚至比阿尔巴尼亚（2.28）要高。

5、青少年怀孕
除了给年轻女性的健康带来风险外，青少年怀孕经常与

不同种类的社会问题有关。
根据 2015 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每 1000 名 15 至 19 岁女

性中，就有21人生育，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68，与吉布提和
阿鲁巴相当，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 人）。该指标也
与其他富裕国家形成对比，如日本（4）、德国（6）、法国（9），比
突尼斯（7）、塞尔维亚（19）要高。

6、教育
特朗普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说，美国正变成第三世界

国家。他提及教育表现的数据。
国 际 成 人 能 力 评 估 调 查 对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评估了3种不同教育水平阅
读能力和数字能力：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人、完成了高中学
业的人以及至少接受两年大学教育的人。

有 23 个国家参加了此次分析，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
捷克、丹麦、法国、韩国、英国等。

在阅读能力测试中，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人里，美国是
结果最差的5个国家之一。

在数字能力评估中，美国人在研究的3个教育水平上始
终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在没有完成高中学业
和完成高中学业两个教育水平中，结果都是最后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