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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逮捕前总理纳吉布
其家中被抄出 18 亿元财物，为该国史上最大查抄案
晚报综合消息 据《海峡时报》
7 月 3 日报道，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
布（Najib Razak）于当天在他位于
首都吉隆坡的家中被反腐败部门逮
捕。据消息人士透露，他将在 4 日
出庭接受检方的指控。
而据环球时报报道，目前，马来
西亚警方公布了对该国前总理纳吉
布及其亲属住宅的搜查结果，搜查
出的现金、珠宝等物品价值合计约
为 11 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 18 亿
元)。警方表示，这是马来西亚史上
最大的查抄案，近期将传召纳吉布
夫妇，对他们进行调查。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称，该国
警方商业犯罪调查部门主管辛格向
媒体表示，查出的现金及物品绝大
多数来自纳吉布子女在吉隆坡市中

心的高档公寓，也有少部分来自于
纳吉布的私人住宅。警方称，上述
物品包括此前清点出的 1.14 亿林
吉特的 26 国现金，这些现金由 22
名国家银行人员清点 3 天完成。对
于其余的物品，警方总计动用了 8
支由警员和专家组成的特别调查
组，总计 150 人，耗时 36 天完成清
查。这些物品包括 1.2 万件珠宝首
饰、567 个手提包、423 块手表、234
副太阳镜等。在这些物品中，价值
最昂贵的是一条镶钻的金项链，市
价估值为 640 万林吉特。此外，一
个私人订制的手提包引起热议，据
称其价值至少为 160 万林吉特。辛
格表示，警方需要向不少外国专家
求助以确认这些奢侈品的价格，此
外还要调查这些奢侈品的来源。

此前，
纳吉布所在政党巫统曾表
示，
在其私人住宅中查获的不少物品
为巫统党产，
并要求警方归还。辛格
称，如果是巫统党产，那该党领袖必
须来警局接受调查，
但目前尚无巫统
人员现身。马来西亚《中国报》援引
消息人士的话说，
这些财物被存到了
国家银行，
如果纳吉布夫妇最后被定
罪，
这些财物可能被拍卖。
马来西亚媒体近日表示，该国
警方将在近日逮捕纳吉布，因此大
批 媒 体 从 26 日 晚 就 守 在 其 住 所
外。在警方公布搜查物品的价值
后，纳吉布的一辆白色丰田车在警
察护送下，离开其位于大使花园的
住所，目的地不明，而且纳吉布是否
在车中也不清楚。
环报

泰国失踪的少年足球队终于找到了
洞穴探险失联 10 天，13 人全部生还
俄罗斯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而泰国一支少年足球队的生死同样牵动人心。
2 日晚，泰国清莱府传来好消息：在一处洞穴失联 10 天后，12 名队员和１名教练全
都活着！府尹那荣萨３日上午说，医生进洞初步评估，大多数人状况稳定，无人有生命
危险。搜救人员正在研究下一步方案。
包括中国救援队在内的多支国际救援队驰援这场泰国近年来最大规模搜救，见证
人类命运相连、
休戚与共。

汉班托塔港是
“债务陷阱”
？
外交部：
美国媒体严重歪曲事实
新华社北京电 针对有美国
媒体报道称中方用
“债务陷阱”
让
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拱手相
让，并称中方在斯建设汉班托塔
港有军事意图，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３日表示，这样严重歪曲事实
的报道要么就是不负责任，要么
就是受命于别有用心之人。希望
有关媒体不要热衷于假新闻。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陆慷
表示，建设汉班托塔港是斯里兰
卡历届政府和人民的愿望。中方
鼓励有关中国企业在平等、互利
基础上，按照商业原则同斯方开
展了汉港项目合作。中国金融机

构根据斯方需求，对斯方解决融资
缺口提供了支持。其后，随着项目
进展，中方又根据斯方愿望，努力就
相关资产配置进行了调整。这些都
是有利于双方的商业合作。所谓
“债务陷阱”谎言的编造者，如果自
己不能给予发展中国家实实在在的
帮助，至少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真诚
合作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
“我可以告诉这些人，中斯双方
致力于继续推进汉港项目合作，
实现
斯方成为印度洋物流中心的目标。
这不仅有利于斯里兰卡经济发展，
也
有利于区域互联互通和地区国家共
同繁荣。
”
陆慷说。
闫子敏

美国务卿将再访朝鲜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国
务院２日宣布，国务卿蓬佩奥将
于５日至７日再次访问朝鲜。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当
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蓬佩奥将
前往平壤与朝方会晤，
继续进行磋

商，
并落实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成
果。
今年５月，蓬佩奥首次以国务
卿身份访问朝鲜。此前，时任中央
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４月以特朗普
特使身份秘密访朝。刘晨 朱东阳

以减少降雨对救援的影响，大家正
在争分夺秒做各项准备工作。

【新闻事实】
那荣萨２日晚 11 时左右在少
年足球队失联的洞穴旁宣布，搜救
人员在距离洞内一处名为“芭堤雅
滩”约 400 米的地势较高地点找到
所有 13 名失联人员。
泰国海军发布的一段５分钟视
频显示，泰国海军和英国潜水员见
到身穿球衣的队员时，孩子们十分
高兴，感谢搜救人员。一名队员问：
“ 今 天 星 期 几 ？”潜水 员说 ：
“星期
一。你们已经待了 10 天了。你们
非常坚强。
”
那荣萨３日上午说，医生潜水
进洞，对所有人作了初步体检，结果
显示大多数人状态稳定；一些孩子
可能有受伤情况，但没有人处于危
急状态。
那荣萨说，搜救人员将运入充
足的饮用水和食品，教受困人员借
助特殊呼吸设备潜水出洞。其他方
案将同时推进，包括排水，
甚至考虑
从山腰钻开通道。
美联社援引一些专家的话报道
说，最安全的选项是等待积水退去。
参与救援的北京平澜公益基金
会洞穴专家救援队队长王英颉３日
说，抽水机正 24 小时大功率运转，

福彩直通车

这次搜救行动体现三个特点：
一是困难多。洞穴地形复杂，
当地正值雨季，洞内多片区域被雨
水淹没，水中淤泥堆积，能见度极
低，给搜救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接
下来，怎样把受困人员安全救出是
难点。二是规模大，参与现场搜救
的泰国军方和国内外救援人员超过
千人。泰国举国关注，王室捐款购
买救援物资，
泰总理巴育现场视察，
给搜救人员和失联人员家属打气，
各地民众为他们祈福。三是国际合
作。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缅甸、老挝等地的专业人员与泰
方救援人员协力开展救援。

【第一评论】
全球关注、国际协作、两支中国
民间救援队参加搜救，正因生命无
价。
失联球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教练也不过二十多岁，正是青春绽
放的年纪。他们背后，是焦急等待
的家人。他们的失联令世人瞩目，
让人揪心。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第五届“福彩杯”老年好声音大赛就等你啦!
前四届江苏省
“福彩杯”
老年好声音大赛得到参赛老人的热烈
支持，
赢得满堂喝彩。今年 4 月 18 日起，
第五届大赛报名活动开始
啦！截止时间为 6 月 30 日。
选手要求：
具有基本的独唱水平（戏曲除外）；
具有一定的个人
才艺（如具有感人的生活故事或经历者优先），
具有正确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以身份证为准，
男性年满 60 周岁以上，
女性年满 55 周
岁以上，
身体健康，
适合表演。
参赛奖励：
本赛事设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3 名，
分别
获得 10000 元、
5000 元、
3000 元江苏福彩圆梦爱心基金及其他荣
誉称号，
凡入围初赛 60 强及复赛的选手分别获得 200 元、
500 元的
爱心礼包奖励。另外，
市福彩中心还对我市参加本届比赛的选手给
予一次性现金奖励，
标准为：
进入并参加初赛未晋级的选手每人
800 元，
进入并参加复赛未晋级的选手每人 1500 元，
进入并参加决
赛的选手每人 2500 元。
报名方式：
在福彩机构、
各投注站填写报名表，
按要求将参赛作
品发送至指定邮箱。更多详情请咨询各福彩站点，
或登录南通福彩
网查看。咨询电话：
85286793。

福彩双色球

全年距太阳最远，太阳视直径最小

【深度分析】

2 元可中 1000 万

地球７日过“远日点”

中国绿舟救援队参与现场救援。

【背景链接】
这 支 少 年 足 球 队 队 名 为“ 野
猪”
，
来自清莱府湄赛县一所学校。
６月 23 日下午，25 岁的男教练
带领 12 名 11 至 16 岁的男队员进入
一处国家公园洞穴内“探险”，随后
遭洪水围困。
据报道，这处山洞全长超过 10
公里，是泰国第四长的山洞，由于洞
内地形复杂，
迄今尚无人走完全程。
新华社记者李欣莹 陈家宝

新华社天津电 7 月 7 日 7
时，
地球运行到
“远日点”
，这是一
年中地球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刻，
这时，太阳视直径为全年最小。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按照
“开普
勒定律”
，
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
道为一个椭圆，太阳处在椭圆的
一个焦点上，
因此在轨道上有
“近日
点”
和
“远日点”
之分。地球在每年１
月上旬过
“近日点”
，
７月上旬过
“远
日点 ”。 日地距离“近日点”时为
14710万千米，
“远日点”
时为15210
万千米，
两者相差 500 万千米。
天文专家表示，
“ 近日点”和
“远日点”时日地距离的不同，会
影响到地球在轨道上的运行速
度。受太阳引力作用，当地球靠

近“近日点”时运行速度较快，
“远日
点”
时则比较慢。
距离太阳远了，按理说应当凉
爽起来，可是天气却越来越热，这是
为什么？
赵之珩解释说，地球公转轨道
与地球的自转平面之间存在一个夹
角，大小是 23 度 26 分，这个夹角造
成太阳直射点以一年为周期在南北
回归线之间移动，同一地点在不同
的时间获得的热量不同，就形成了
四季更替现象，而地球离太阳远近
的原因则是次要的。
“当然，这个次要的原因也是不
可忽视的，它起到了一个‘缓冲’的
作用，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夏季会比
现在更炎热，冬季更寒冷。”赵之珩
补充说。
周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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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行星诞生图像
日前，
欧洲南方天文台以惊人的方式拍摄到行星新生儿的诞生，
它在智
利的超大望远镜（VLT）捕获了第一张PDS 70恒星周围新生儿行星图像。由德
国海德堡马克斯普朗克天文学研究所的天文学家领导的一个小组利用VLT的
行星定位球仪来定位并拍摄了宇宙宝宝的肖像。
欧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