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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买卖、出租、转让靖江最佳平台

80元/天
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 周 云

场广信产房江靖 息

门面房、厂房出租
中 洲 华 庭 门 面 两 间 出 租 ，13301426999，高先生；西环靖西大桥
旁 800 ㎡ 钢 结 构 车 间 出 租13705260988高先生

厂房出租
东环铁路桥标准钢结构厂房出租，面积
3000㎡，配500KV变压器，厂内道路开阔，半
挂车可调头，联系人：丁小姐13852629210

仓库、场地出租
现有靖江市东环东侧仓库 2000平方
米，场地 30亩。对外可分割出租，设
施齐全，交通方便。有意请联系13921831688 联系人：姚先生

西环启航附近钢结构厂房，面积2600㎡，有行车、办公设施齐全，有意
向者联系：13914500988

厂房出租

房屋出租
骥江西路延伸段290号有标准厂房带行车
及办公楼出租，可分幢出租。联系电话：
13801426353

厂房出租
马桥全新钢结构厂房 1150㎡，10吨
行吊车一台，环境佳，位置优。联系
电话：13905260809，13236197698

房屋出租
城北园区新建大楼三至五层出租，适合
电子、服装、食品生产、商务办公均可，也
可单层分租，水、电、卫齐全，联系：18651155299

房屋出售
阳光国际花园二层商铺出售，面积：
445平方米，总价450万元。联系电
话：13771203356曹小姐。

商铺出售
低价出售，恒天广场简装住宅套房，面
积197.76平方米。出售简装小公寓，
面积71.21平方米。价格优惠，有意
请电联13771203356

门面房出租
靖江人民路新跃桥已装潢酒店足疗店招
租，5000多平方有停车场，整租或分租，企
事业单位设办公楼营业部的好地段，根据
现在行情，租金面谈，电话13801428462

楼
盘

热
线

皇家庄园别墅84931111
星河湾花苑84950000
丽水湾:85188888

榕湖世家：89189999
新世纪壹号：84830000
绿城·玉兰花园：80291999

地中海花园：84930888
泰和国际城：81168888
滨江国际：89155111

门面出售
出售南环路三间门面；人民中路二间
五层门面房；三江新村六间五层；上
海城二间四层（肯德基营业中），联系
电话13815983438马

据外媒报道，在该反恐中心启
动之前，欧洲刑警组织刚刚发布了
有关“伊斯兰国”（IS）的最新报告。

该报告称，巴黎恐袭和俄罗斯
客机在埃及被炸落，“表明‘伊斯兰
国’为面向全球进行了战略转变”。
该报告说，“‘伊斯兰国’正预谋更多
的恐怖袭击，包括更多类似孟买爆
炸案的袭击，并计划将在欧盟成员
国家内实施，特别是在法国。”

这份报告分析说，“由于软靶子
遭袭后产生的影响，未来袭击将主
要针对软靶子。”该报告指出，从叙
利亚和其它国家逃离到欧洲的难
民，将最有可能被“伊斯兰国”招
募。这份报告还写道：“事实上，极
端分子的招募人员正针对难民中
心来招人。这一情况有诸多报告
作为佐证。”

这份报告的要点还包括：巴尔
干地区和欧盟国家内都有可能存在
恐怖训练班；“伊斯兰国”在加密和
其它逃避监控的技术手段上正变得
越来越复杂；来自外国的“圣战分
子”数量显著，他们其中至少有 20%
在被招募前就有心理问题，最多有
80%的人据信都有犯罪前科；“独狼
式”袭击仍然造成巨大威胁。

欧洲刑警组织总干事韦恩莱特
近日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
经训练出新的“别动队”风格的武装
人员计划袭击欧洲。他称，有超过
5000名欧盟国家公民在变为“激进
分子”后出国参与作战，他们其中的
很多人都已归国。

欧洲刑警组织在海牙总部的员
工总共有800名。他们和28个成员
国、以及其它非欧盟国家的警方合

作应对严重犯罪。欧洲反恐中心有
大约 50名工作人员，包括欧洲刑警
组织的反恐组专家及欧盟成员国的
联络员。

最新动态>>>
IS宣称对亚霍姆斯检查站

遇袭事件负责

据外媒1月26日报道，“伊斯兰
国”（IS）称对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霍
姆斯26日发生的自杀式袭击事件负
责。这起袭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

“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发布的声
明称，该组织一名武装分子将装有
炸药的汽车开到Zahraa的安全检查
站，并引爆炸药，至少30人丧生。

叙利亚国有媒体称，22人死于
这次袭击，另有100余人受伤。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欧洲刑警发布报告指出欧洲刑警发布报告指出

欧洲仍是欧洲仍是ISIS恐袭恐袭目标目标

据中新社 据外媒报道，马来
西亚政府 1月 26日称，此前在泰国
南部海岸发现的金属碎片，并非来
自失联的MH370航班。

马来西亚交通部称，该国政府
和马来西亚航空的专家前往泰国，
对碎片进行了研究。大马交通部
的声明称，详细报告显示，碎片上
的部分装配代码、线束数量和螺旋
零件号码与波音777飞机不符。

1月 23日，泰南洛坤府北巴兰
县村民在当地海岸发现一件宽约2
米、长约 3米，重约 100公斤的微弧
块状巨型金属残骸。泰国政府为
慎重起见，邀请马来西亚当局派人

到曼谷参与鉴定。此前，日本三菱
重工曾发表声明称，根据测绘结果
和实况录像显示，这一金属物体极
有可能是日本南部发射的H-IIA或
H-IIB型火箭脱落物，而非马航飞
机MH370遗骸。

载有 239 人的马航 MH370 客
机，2014年 3月 8日从吉隆坡飞往
北京途中突然失联，至今仍下落不
明，成为航空史上一大谜案。

MH370搜索工作去年7月一度
取得突破，因为当时在印度洋法属
留尼汪岛发现的一块襟副翼残骸，
证实来自MH370客机。但搜索工
作过后再无重要进展。

据新华社 因未能按时缴纳
联合国会费，委内瑞拉等15个会员
国在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的投票
权被暂时剥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份日期显示
为 2016年 1月 25日的信函中向联
大通报了剥夺部分会员国投票权
的事项。这次取消投票权涉及 15
个会员国，其中包括委内瑞拉、利
比亚和巴林。信函中说，委内瑞拉
需缴纳至少300万美元会费才能恢
复其联大投票权。不过，它仍享有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权。

委内瑞拉于 2014年 10月当选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从 2015
年 1月 1日开始，到 2016年年底结
束。受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
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委内瑞拉经
济近来持续恶化。

不过，在缴纳会费方面，联合
国对处于因“无法控制之情形”等
特殊处境的发展中国家予以了必
要照顾。信函中写道，考虑到一些
会员国受冲突、战乱等侵扰，科摩
罗、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索马里、也门5国虽未能及时缴
纳会费，但它们在截至今年 9月的
本届联大期间的投票权仍将得以
保留。

因拖欠联合国会费

委内瑞拉等15国暂失联大投票权

据环球时报 据日本媒体25日
报道，日本在二战时的主力战机零
式战机27日从日本鹿儿岛县的日本
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再度起
飞。这是二战结束后，该机型首次
出现在日本的天空，被视为是“二战
杀人魔机”的“复活”。

《西日本新闻》称，此次飞行活
动由定居新西兰的日本人石塚政秀
策划。2008 年，石塚花 3.5 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 1946万元)，从一名美
国人手中购得零式战机。该机是全
球现存仍具飞行能力的六架同款战
机中的一架。石塚希望，让零式战
机重新升空，并作为“文化遗产”留
在日本。为此，石塚在 2010年发起
名为“零式返乡”的项目，并通过网
络募集资金。《日本时报》25日称，这
架战机2014年被运回日本，随后“以
研究为目的”被运往鹿屋航空基
地。当时，日本政府正力推新安保

法，部分人担心“公开展示最能唤起
二战记忆的战机”不合时宜，石塚一
直未拿到零式战机的飞行许可。直
到去年年底，“政局稳定了下来”，日
本国土交通省在去年 12月 18日正
式批准零式战机的飞行申请，飞行
许可到今年 1月末截止。《西日本新
闻》称，考虑到中韩等国对日本新安
保法案的反对，石塚认为“再不飞今
后可能会更加困难”。

日本《产经新闻》称，持有零式
战机飞行许可的美国飞行员将执行
此次飞行任务。零式战机即将飞行
的鹿屋航空基地已经进行了封锁，
但日本民众仍可在周边观看到飞
行。《日本时报》称，预计将有大批人
围观。

零式战机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发
生产，是日本在二战时的主力战机，
总产量超过1万架，占据当时日本战
机产量榜首。零式战机曾参与侵华

战争，并在战争末期成为“神风特攻
队”发动自杀攻击的主要机种。作
为二战“杀人魔机”，零式战机臭名
昭著。

据记者观察，安倍第二次执政
以来，日本政府对此类承载着罪恶
战争记忆的“杀人神器”追捧有加。
此次批准零式战机“复活飞行”之
前，日本“出云”号直升机航母于
2013年8月6日下水、“加贺”号直升
机航母于2015年8月27日下水。而

“出云”“加贺”都是日本在二战中主
力航空母舰的名字，后被美军击沉。

据中新社 据澳媒26日报道，
澳大利亚一位 26岁的妈妈即将生
产，而她肚里怀的不是双胞胎或是
三胞胎，而是五胞胎。为了见证这
一奇迹的到来，她的丈夫专门为她
记录下怀孕的整个过程，还请专业
摄影师帮助妻子记录下这一艰难
但是幸福的过程。

来自西澳大利亚珀斯的塔奇
(右图)目前已经怀孕 29周，因为怀
有五胞胎，她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
足足有6000大卡，这是正常成年人
的 3倍，但是只有这么高的摄入量
才能满足肚里胎儿的生长。

据悉，塔奇已经有了两个女
儿，因为想和丈夫要个儿子，在自
然受孕后塔奇本以为自己怀的是
双胞胎，但是去医院检查后发现，
自己怀的居然是五胞胎，其中有 4
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当塔奇怀孕
24周的时候，摄影师伊丽莎白为她

专门在海边拍摄了一套美轮美奂
的“孕妇写真”，希望这套写真可以
记录下这位伟大母亲的怀孕历程，
这些照片一经发布到网上，就引来
网民的阵阵赞叹。

澳一女子身怀五胞胎即将生产
拍写真记录怀孕历程

日本复飞二战“杀人魔机”零式战机
系战后首次现身

马来西亚确认

泰国海滩飞机残骸不属于MH370

欧洲刑警组织当地时间
1月25日宣布，正式启动欧洲
反恐中心。该中心将协助欧
盟成员国在打击外籍“圣战”
分子、追查恐怖组织资金来
源、打击互联网煽动行为和
武器走私等方面加强情报共
享与行动协调。启动仪式在
位于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首
都阿姆斯特丹的欧洲会议中
心举行。

右图为欧洲刑警组织总干事罗
布·韦恩莱特（左）、荷兰安全与司法部
长范德斯图尔（中）和欧盟委员会移民
事务委员季米特里斯·阿夫拉莫普洛
斯出席欧洲反恐中心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