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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指导
动静有道
地址：骥江东路城中小学

南大门对面二楼
电话：81169586

17751628111

买“双鱼”食品
厂家专卖店最可靠
服务热线：89110838、84885518

骥江东路城中小学对面
电话：13852856108

人民中路129号1-7室
（时代菜场东门）
电话：13852631172 18262312168

工农西路115号（长虹花园南门）
电话：13236198155

渔婆南路93-26（润晖国际东对面）
电话：84831099

杨帆茶行 有茗堂茶社 茗馨园茶行 天禧茗茶行 茗风茶庄 草木轩

一人一茶一世
净心静心敬心

人民中路南园宾馆隔壁
电话：13605260114

茗风茶庄 茶禅一味每一片叶子
都来自我的精挑细选

虹桥明珠小区大门口1-10号
电话：13815983628

一个让您懂茶的地方天禧茗茶，好茶专家情满壶中留客醉
茶香座上待君来

黄浦旅游欢迎您黄浦旅游欢迎您！！

服务热线：84666666 84896666
地址：长江玫瑰园东侧天生港口

品美食品美食 尝江鲜尝江鲜
看大桥看大桥 听涛声听涛声

配送地址：
东郊工业园区纺织路9号
18605237588、15896022287

皮薄肉多
糯而不粘

84836820
江平路225号裕纶大厦

老庙黄金银楼
拥有老庙黄金

要多幸福，就多幸福

地址：江平路体育场西大门向北80米 电话：89158915
买苹果到北斗 北斗电脑数码

暑期电脑特价特优惠！欢迎集团办理！

iPhone每日报价：
6S 16G 4750元；6SPlus 16G 5550元；
6S 64G 5550元；6SPlus 64G 6280元；

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窦 燕

“申万宏源天天行情”（以收市涨跌评判）

11/25强势板块 11/25弱势板块
互联网 石油
医药 有色
证券 煤炭
家用电器 电气设备
洗车类 商业连锁
电信运营 酒店餐饮
通信设备 半导体
综合类 工程机械
沪指+0.62% 市场有风险，仅供参考
尊敬的投资者：友情提醒经常修改密码，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参与非法证券买卖
不参与非法证券咨询活动。
呼叫中心84821700 靖江人民中路136号
全年招聘全日制营销员、取得资质从业人员
详见靖江人才网（http://www.jjrc.net）

本科：会计、机械、土木工程、行政管理、法学、
农学、动物医学、水利工程、教育类、药学等；
专科：会计、机电一体化、建筑工程管理、
药学、工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文凭正宗、价格最低、服务优质

三记学校全国成人高考招生简介

联系方式：玉带路31号党校教学楼108室
徐老师13815985163、13228786957

办学二十一年来全国成人高考
辅导班合格率均为100%

网址：www.jjsanji.com

红木家具批发大卖场红木家具批发大卖场
规模大规模大 价格低价格低

地址：靖江柏木火车站货运场内
客服热线电话：13921831688

欢迎您与苏州欢迎您与苏州、、浙江比质比价浙江比质比价

据中新社 据外媒报道，西班
牙巴塞罗那市议会日前通过一项
决议，决定通过喂食避孕药的方式
来减少该市鸽子的数量。这一方
法用节育取代了捕捉和扑杀，受到
当地动物保护团体欢迎。

据报道，目前巴塞罗那市内有
多达 8.5万只鸽子，这些鸽子盘踞
在市中心，在众多建筑物与观光客
身上排泄，对环境卫生造成影响。
为在不进行扑杀的情况下减少鸽
子数量，巴塞罗那地方官员采纳专
家提出的“节育”方法。

巴塞罗那市议会发言人表示，
预计投喂避孕药的第一年，该市的

鸽子可减少 20%。4~5年内，鸽子
数量可大减八成。据介绍，这项行
动的第一步是计算鸽子数量，预计
这一浩大工程将在今年 12月到明
年 1月之间进行。当局也证实，对
鸽子的扑杀将同步暂停，以免干扰
施药结果。

据新华社 2016年美国总统
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
林顿的竞选团队当地时间 11月 26
日说，希拉里团队将参与绿党候选
人吉尔·斯坦发起的威斯康星州重
新计票。目前，希拉里所获普选票
数已高出特朗普 200多万张，但仍
难以撼动特朗普胜局。

希拉里竞选团队总顾问马克·
伊莱亚斯当天在“媒介”网站上说，
希拉里团队并未发现任何操纵投
票结果的黑客行为或外部图谋，但
如果有第三党申请重新统计选票，
希拉里团队愿意参与。

对此，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过渡
团队发表声明说，斯坦在全国所获
选票不足1%，重新计票是她的筹款

“骗局”。

斯坦 24日在威斯康星州正式
申请重新计票。威斯康星州选举
委员会负责人随后发表声明说，重
新计票工作将在感恩节后一周内
展开，费用由斯坦竞选团队支付。
斯坦还声称，如果募集到 250万美
元，她的团队还将申请在宾夕法尼
亚州和密歇根州重新计票。伊莱
亚斯26日表示，如果绿党在这两个
州发起重新计票，希拉里团队也会
参与。

全美范围内的总统选举投票统
计仍在进行中。截至23日晨，希拉
里所获普选票数已比特朗普高出
200多万张，但希拉里的普选票优势
无望改变选举结果。特朗普目前共
获得290张选举人票，超出当选总统
所需的 270张，而希拉里只获得了

232张选举人票。尽管密歇根州的
16张选举人票归属尚未正式宣布，
但除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
尼亚3个州的重新计票结果全部变
成希拉里胜出，否则希拉里不可能
翻盘。但从目前已统计票数来看，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选举专
家指出，他们成功希望渺茫。而
且，即使选举人团投票选出希拉
里，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也可出手阻
止并直接选举特朗普担任总统。

希拉里是美国历史上第五位
赢得普选但输掉选举的总统候选
人，也是迄今普选领先优势最大的
败选总统候选人。上一位是 2000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时任副
总统的戈尔，他比共和党对手小布
什多出约50万张普选票。

美国个别“摇摆州”重新计票
难撼特朗普胜局

据新华社 在《时代》周刊年
度人物的网络评选中，截至11月24
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处于领
先，得票率为11%，其后是“维基揭
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得
票率为9%。此前一周阿桑奇的得
票率领先。并列第三的是美国当选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得票率为8%。

莫迪月初宣布“货币新政”，旧
版500卢比（约合50.5元人民币）和
1000卢比（101元人民币）纸币从 9

日零时起停止流通，代之以新版，
此举在国内引发争议。“维基揭秘”
在美国竞选期间不断释放民主党
人希拉里·克林顿及其高级助手的

“黑材料”。特朗普逆袭主流舆论，
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普京一年来
在国际政坛动作不断。

《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12月 7
日揭晓。《时代》去年的年度人物是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以称赞
她在欧洲债务、难民和移民危机以
及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的作用。

莫迪领跑《时代》年度人物评选
阿桑奇居第二

据中新社 据外媒11月27日
报道，美国宇航局（NASA）的卫星
数据显示，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自
今年年中以来急降超过 1摄氏度，
创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这意
味持续近两年的高温天气可能是
由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与温室气
体排放无关。

报道称，2015年是有记录以来
地球最热的一年，科学家对气候变
暖的观点分成两派，有人认为高温
是长期以来全球变暖的结果；另一
部分人则认为这是由于厄尔尼诺
这个复杂的自然现象引起，与人类
排放温室气体没有关系。

NASA卫星数据发现，自今年
年中以来，地表平均温度下降超过

1摄氏度，海水温度也出现下降，反
映近年地球天气是受到厄尔尼诺
影响，而此轮厄尔尼诺现象也正进
入尾声。厄尔尼诺每隔几年出现，
导致中美洲以西的太平洋海水变
暖，冬季气温会较正常高。

随着厄尔尼诺减弱，拉尼娜现
象也逐步浮现，拉尼娜会导致太平
洋地区的海水温度变得比正常低，
全球气温下降。地球上一次出现
强厄尔尼诺现象后，海洋温度和地
表温度急降，与今年情况相似。“全
球暖化政策基金会”科学家怀特豪
斯表示：“根据卫星显示，2016年底
温度正回复至 1998年厄尔尼诺现
象之后的水平，数据清晰显示厄尔
尼诺只是一个短期的气候现象。”

NASA称地球表面温度骤降
或由厄尔尼诺引发

巴塞罗那出奇招控制鸽子数量
不用捕杀，喂避孕药

据新华社 俄罗斯和日本关
系近来出现新变化，两国政府高官
接触增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
俄总统普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期间举行会晤，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将于12月初访俄，与俄外长拉夫罗
夫协调普京 12月中旬访日事宜。
安倍晋三今年 5月访俄后，俄日两
国就解决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
四岛)主权争议和推动经济合作进
行了多次谈判。分析人士指出，日
本用经济合作计划向俄罗斯示好，
而俄罗斯则坚守在领土主权问题
上的立场。双方近期在领土问题
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不大。

俄方坚守主权

俄罗斯近几年开始加大在千
岛群岛的军事存在，兴建军事设施
和增派军队，并多次在千岛群岛举
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国防部长
绍伊古今年还宣布计划在南千岛
群岛设立军事基地。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机关报《战
斗值班》11月 22日说，俄军已在千
岛群岛部署先进的岸基导弹系
统。今年俄军在千岛群岛增加了
一个装备有“舞会”岸基导弹系统
的导弹营，另一个同类导弹营目前
正在装备之中。另外，俄军在择捉
岛上的“棱堡”岸基导弹营和在国

后岛上的“舞会”岸基导弹营正在
进行高强度战斗值班。

除在南千岛群岛扩大军事存
在外，俄还着力开发当地经济。俄
罗斯政府去年发布千岛群岛 10年
发展规划，其中包括对南千岛群岛
的规划。根据这一规划，俄政府将
投入接近 700亿卢布(约合 74亿元
人民币)，用于千岛群岛的住房、通
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俄领
导人还频频登岛宣示主权。近几
年来，多名俄罗斯领导人和高官不
顾日方抗议登上南千岛群岛，以视
察名义宣示主权。

俄日缺乏互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10月重申，依据二战结果，南千岛群
岛是俄方领土，俄罗斯对其拥有的
主权不容置疑。要在签署和平条约

问题上取得进展，日本必须承认这
一事实。分析人士认为，多年来，日
本追随美国的对俄政策，俄日缺乏
信任基础。扎哈罗娃说，俄日增加
互信和互利合作是两国和约问题对
话取得进展的重要前提。

日俄合作貌合神离

虽然日本有意以经济牌解政
治局，而在俄方“政经分离”的对日
政策下，日方投入难有同等回报，
俄日交好始终貌合神离。普京也
曾表态说，经济合作问题是目前俄
日关系之重，这为解决政治问题创
造条件，但俄方不会拿领土同日本
交易。日方期待普京访日能够打
破岛争僵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基斯塔
诺夫认为，俄日两国的立场相去甚
远，普京访日难有突破性进展。

缺乏互信缺乏互信““貌貌合神离合神离””

俄日经俄日经济济合作合作
难破岛难破岛争争僵局僵局

▲“棱堡”岸基导弹发射车（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