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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极端武装“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兰国”8 月 3 日在伊北部发动新一
轮攻势，击退驻守当地的库尔德武装，
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水坝、两座城镇和
一块油田。

攻克最大水坝

路透社报道，极端武装在占领位于北
部尼尼微省伊最大的摩苏尔水坝后，将能
够放水淹没周边城市或停止给农场供水。

伊拉克电视台报道，“在库尔德武装
一枪未发撤退后，恐怖分子团伙控制了摩
苏尔水坝”。

但一名库尔德官员在华盛顿对路透
社说，水坝仍在库尔德武装手中，极端武

装人员只是攻占了水坝周围的城镇。这
名官员说，库尔德武装正准备在 3 日夜间
展开“大规模攻势”，收复失地。

极端武装人员 3 日还从库尔德武装
手中夺取了尼尼微省的扎马尔镇、辛贾尔
镇和艾因扎莱油田。目击者说，在辛贾尔
镇，极端武装人员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当
地居民被迫逃走。

库尔德自治政府一直谋求将包括该
地区的尼尼微省、基尔库克省和迪亚拉省
的部分地区纳入自治区管辖范围，但遭到
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

为何不抵抗？

对于极端武装再次发动攻势，让许多

媒体不解的是，素来被外界看好的库尔德
武装为何没有组织有力的抵抗。

今年 6 月初，“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兰国”曾经突然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发动攻
势，短期内占领大片地区，驻守当地的伊
拉克政府军一度望风而逃，放弃抵抗。

但与伊拉克政府军不同，外界普遍认
为，库尔德武装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能够
保卫所辖领土不受极端武装攻击。库尔
德武装最近几周扩大了所控制的地区，但
一直避免与极端武装发生直接冲突。

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此
前曾经希望美国提供先进的武装装备，帮
助其打击极端武装，3 日的溃败可能有助
于库尔德方面再次向美国提出军援要
求。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国际文传电讯社 8 月 4 日报
道，俄罗斯空军当天开始在俄中
部和西部地区展开为期 4 天的军
事演习，共有 100 多架军机参加。
路透社报道，此次军演靠近乌克
兰边界，俄罗斯意在借此展示军
力。

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空军
发言人伊戈尔·克利莫夫的话说，
此次军演是俄军组织的系列演习
之一，旨在加强俄军的协调能力。

克利莫夫介绍，参演军机的
型号包括苏－27 和米格－31 战斗
机，苏－ 34 轰炸机，以及米－ 8、
米－24 和米－28N 直升机，

克利莫夫说，在此次军演中，
参演军机将演练攻击地面和空中
目标，并将在位于俄南部阿斯特
拉罕州的阿舒卢克靶场试射防空

导弹，以专门演练空军与反导部
队之间的协同配合。

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尚未就
此次军演发表评论。

克利莫夫在发言中没有提到
乌克兰，但路透社认为，由于靠近
乌克兰边界，俄罗斯此次军演可
能会让西方国家感到恐慌。

西方国家曾经批评俄罗斯此
前在乌克兰边界附近进行的军事
演习。今年 3 月，俄罗斯曾在乌克
兰边界附近举行炮兵军演，8500
名士兵参加。

今年 5 月，俄方表示已经撤回
驻扎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队，
但北约近日指责俄罗斯上月底又
增加了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事
部署。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以色列军
队 3 日空袭加沙南部一所联合国学校并造
成多人死伤，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军
随后于 4 日凌晨宣布在加沙地带大部分地
区实行 7 小时停火，对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表示怀疑。中国外长王毅
3 日在埃及提出解决以巴冲突五点和平倡
议，敦促以巴立即全面停火。

空袭学校

以军 3 日空袭了加沙南部拉法的一所
联合国学校，造成至少 10 名巴勒斯坦人死
亡、30 人受伤。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法国总统奥朗
德均对联合国学校遭袭表示强烈谴责，称其
是对国际法的又一次“严重违反”。

据当地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代表团 3
日在开罗就加沙停火提出具体条件，包括
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取消以军围绕加沙
设置的安全区，以及履行曾对巴民族权力机
构作出的释放第四批在押巴勒斯坦人的承
诺等。巴方将在晚些时候将这些条款递交
埃及方面进行讨论。但以色列未派代表出
席谈判。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呼吁国际
社会向以色列施压，使其接受埃及停火方

案，以方如不接受就应承担全部后果。

停火遭质疑

以军 4 日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将于当地
时间当天 7 时至 14 时在加沙地带大部分地

区实施人道主义停火，但加沙南部拉法以东
以巴目前仍在交火的地区除外。声明强调，
这段时间内如果停火被破坏，以军将以“炮
火回应”巴方发动攻击的地区。

以军同时宣布，自当天 5 时起，加沙南
部城镇汗尤尼斯以东两个村庄的居民可以

返回家园。
以军的停火决定立即遭到哈马斯质

疑。哈马斯发言人祖赫里发表声明说：“以
色列宣布单方面停火，是企图转移人们对以
色列实施屠杀的注意力。我们不相信这次
停火，呼吁我们的人民保持十分谨慎。”

中方提倡议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3 日在开罗与埃及
外长舒凯里举行会谈，会谈后发表中方解决
以巴冲突的五点和平倡议。

倡议内容包括：以巴立即实现全面停
火；中方支持埃及等国家提出的停火倡议；
以巴冲突的根源在于巴勒斯坦问题长期得
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联合国安理会应为
解决以巴冲突承担必要责任；高度重视并
有效缓解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区的人道
主义局势。

中方将向加沙人民提供 150 万美元紧
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也向加
沙人民提供了人道援助。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统计，自以色列军
队 7 月 8 日在加沙地带实施“护刃行动”以
来，已经导致巴方至少 1766 人死亡、约 9500
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为平民。

中国投资者赴美投资房地产日渐增
多，中国人在美国楼市大赚特赚的报道又
让更多人动了心思。不过，如果出于资产
保值增值和投资多元化，美国房地产或许
是不错选择，但其投机空间其实并不大，
且蕴含着不小风险。如果抱着“大捞一
笔”的念头进入美国楼市，最后弄不好鸡
飞蛋打。

弄清收益率并不简单

“我们这儿有很多中国客户，来了就
要问收益率。我对他们说，还是建议去别
的地方找，因为曼哈顿楼市的收益率很低，
一般就是 2％到 3％，最多不会超过 6％。”
纽约乐为房地产公司金融分析和亚洲市场
总监、房地产经纪人王瀚告诉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收益率是基于租
金产生的现金流计算出来的。如果纯粹

投机倒卖，最后收益率能有多少是个大大
的问号。

针对近期一个中国人在北京卖一套
房在美国休斯敦买六套房的报道，美国毕
达哥拉斯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米切
尔·董告诉记者，如果房子不卖的话，在休
斯敦实现 8％的收益率是可能的。“但在纽
约不太可能实现 8％。纽约收益率大概是
3％，波士顿大概 5％。”

他同时强调，上述收益率是在房子不
卖的前提下，如果把房子抛售掉，谁也无
法保证收益率，可能挣一些钱，但也可能
亏得很厉害。

实际成本不能忽视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与中国有显
著不同。业内人士提醒，美国楼市的税费
成本不是个小数目，特别是对于国外投资

者来讲。
万科（美国）控股公司董事及法律顾

问徐维嘉说，投资美国楼市，人是不是在
美国很重要。“对于外国人，钱要从美国出
境，一下子要抽掉 30％的税，成本很大”。

而王瀚介绍说，如果中国投资者拿现
金来美国买房，交易费用很高，包括律师
费、手续费等要在 5％左右。如果一买一
卖，就是 10％。其次，物业费很高。一些
房子物业费一个月高达 2000 多美元，甚
至更高，并且物业费没法抵税。此外，还
有房产税、资本收益税等。

“用房租抵掉物业费没问题。但如
果有贷款，就比较难了。买得不好，很可
能亏。我会和国内客户开玩笑说，想在
曼哈顿挣 6％的收益率还不如在国内开
个淘宝，余额宝都差不多能达到 6％。”王
瀚说。

（据新华社纽约8月3日电）

数百年来，意大利黑手党内一
直流传着一套严密的保密制度，违
反者会受到严酷惩罚。但如今，一
些成员忍不住在网上炫富，甚至公
开招募属下。这一做法会带来什
么？当然是，警察。

意大利《快报》引述警方的话
报道，最初，新一代黑手党头目会
以假身份注册“脸谱”等社交网站
的账号，利用它从事毒品交易，甚
至收取保护费。但现在越来越多
的黑手党成员在网络上炫富。

28 岁 的 黑 手 党 头 目 多 梅 尼
科·帕拉左托在照片分享网站因斯
塔格拉姆（Instagram）上上传了坐
在豪华轿车里喝香槟的照片，还配

上一段视频“显摆”作为“新教父”
的生活方式，甚至与好奇的网友互
动，拉人加入黑帮。

曾有一个网友给他留言问：
“我需要发送个人简历（来加入黑
手党）吗？”帕拉左托回复说：“是的
兄弟。我们得看你的犯罪记录，没
有犯罪记录我们是不收的。加入
我的队伍……我们是最强大的。
哈哈哈。”

不过，这个强大的帕拉左托没
能得瑟太久。今年 6 月，意大利警
方发动“天启行动”，一举抓获了
95 名黑手党成员，其中就包括这
名“新教父”。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媒体 8 月 4 日报道，美国
国际开发署及其承包商自 2009 年
10 月起以旗下项目为幌子，秘密
派遣来自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
秘鲁的年轻人前往古巴从事反政
府活动。

美联社说，这一秘密项目的开
始时间在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宣称将寻求与古巴关系的“新开
始”之后不久，约 10 名来自拉美国
家的年轻人受到招募，最低时薪仅
为 5.41 美元。

美联社获得的文件显示，这些
年轻人通常伪装成游客或以开展
卫生和民间项目为幌子，入境古巴
后四处物色能被“策反”为反政府
人士的大学生等普通古巴人。

为掩人耳目，他们在交流中经
常对暗号。例如，“我头疼”的真实

意思是怀疑自己可能被古巴政府
监控；“你妹妹病了”则意味着要缩
短行程。为避免事情败露，这些年
轻人会把笔记本电脑中存储的敏
感信息伪装成普通信息，并对个人
移动存储设备加密。他们在收发
电子邮件时也使用加密软件。

按美联社的说法，美国承包商
艾伦·格罗斯 2009 年 12 月在哈瓦
那被捕后，美国官员曾私下告诫政
府承包商暂缓前往古巴，但国际开
发署及其承包商“创意联合国际”
并没有暂停这一项目。

格罗斯曾多次前往古巴执行秘
密任务，利用一种通常只有政府掌
握的敏感技术帮助古巴人连接到互
联网。古巴认定，格罗斯企图颠覆
古 巴 政 权 ，判 处 他 15 年 监 禁 。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以军宣布在加沙短暂停火
中国提出五点和平倡议

孟加拉国一渡轮沉没
恐有百余人失踪

俄罗斯在乌边界军演

美招募年轻人赴古巴“渗透”

8月 4日，在比利时城市列日，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出席一战爆发 100
周年纪念活动。当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活动在比利
时城市列日举行。 新华/法新

比利时纪念一战爆发百年

8 月 4 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附近的帕德玛河上，救援人员展开
搜救行动。当天，孟加拉国一艘渡轮在帕德玛河沉没，船上载有约 200
名乘客。据媒体报道，已有约 50名乘客获救，百余人失踪。新华社发

意黑手党“炫富”自取灭亡

环球时讯
GLOBAL PRESS

8月 3日，一名以色列士兵走过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境阵地上的一辆梅卡瓦坦克。
新华/法新

8 月 4 日，俄罗斯“坦克两项-2014”国际
竞赛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的阿拉比诺训
练场开赛，中国派出代表团携四辆国产 96A
型坦克参赛。

坦克竞赛

这是 8 月 3 日航拍的遭受暴雨袭击的保
加利亚北部城市米济亚。保加利亚西北部
连日来遭受暴雨袭击，流经该地区的斯科特
河于 3日凌晨决堤，导致洪水泛滥，目前已造
成 2人死亡，另有 10人失踪。

洪水泛滥

8月3日，身着传统服装的骑手参加在克罗
地亚南部城市锡尼举办的第299届传统长矛射
环比赛活动。长矛射环比赛是锡尼当地一年
一度的重要文化活动，起源于1715年，锡尼人
为庆祝击退奥斯曼入侵举办了这一活动。

长矛射环

8月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人们
装扮成小丑参加慈善长跑。当日，一个完全
由志愿者组成的慈善组织举办10公里长跑活
动，旨在为住院儿童和青少年带去欢乐。

均为新华社发

小丑快跑

视觉 新闻

占领国内最大水坝 威胁周边城市安全

伊极端武装要“水淹七军”？

这是伊拉克最大水坝——摩苏尔水坝的资料照片，目前该水坝已被反政府武装占领。 CFP供图

收益近似余额宝 税费一样不能少

赴美炒房 赚得不多风险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