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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绿化·美化
●六合花园精致打造81701000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84713992

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张师傅搬家160元起85254162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二手车买卖
●单位急购2台货车13088071080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3333500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酒楼·茶楼转让
●转东门1千平茶楼18628135377

●市中心宾馆转让13882145972

餐馆转让
●温江黄金地段650平火锅天然气
低租金急转13981734599

店 铺
●转南门美容院13398178698

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3000-5000
平出租水电齐1307600027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租高新西区厂房18030738377

●工业园厂房出租13880559778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出租，联系电话15882103738
●大小厂及场地租13882128045

●温江工业园花园式工厂出租，水
电气通，电话13558753381

招 商
●南延线尾苗圃转13908022252

美国或向叙利亚
增派特种部队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军高官2
日透露，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向叙利亚
增派特种部队，具体增派人数和派驻
地点暂不得知。这名官员称，这次增派
是为了支援正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大
约50名美军，“不会给他们增加任务，
他们要做的是提升现有作战能力”。该
官员说，高层尚未就是否增兵以及增
兵幅度作出最终决定。他告诉法新社
记者：“一切尚待决定。”

美国国防部去年10月底宣布，向
叙利亚派遣一支大约50人的特种部队，
担任当地温和派反政府武装的军事顾
问和培训人员，帮助他们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但五角大楼对这支特种部
队的行踪和战绩缄默其口。根据媒体报
道，这支部队部署在叙利亚北部地区，
扶植的主要是当地库尔德武装。

美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此前接受
采访时称，这支特种部队“直接参与了”
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行
动。美军特种部队见诸报端的最近一
次行动是今年2月底以美国为首的国
际联盟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叙利亚
城镇舍达迪的一轮空袭。在这次行动
中，美军特种部队主要负责情报工作。

美国政府现阶段对叙利亚和伊拉
克战事的策略是不直接参与地面作
战，以避免陷入战争泥沼。奥巴马政府
多次表示不考虑向叙利亚大规模派遣
地面部队。美军要么采取空中打击，要
么躲到后方，提供情报和物资，扶植当
地武装与恐怖组织抗衡。 （新华社）

全球5年内
老年人口将超儿童？

美国一项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老龄
化的速度在加快。到2020年前，5岁及
以下儿童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会少于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将是人
类历史上的首次。到2050年，老年人的
比例会超过5岁以下儿童的两倍多。

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委托美国
人口普查局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进行了
调查和预测，并于本周发布了报告《老
龄化世界 2015》。报告中的老年人都
是指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

报告指出，在2015年，老年人占全
球人口的 8.5%；但是到 15 年之后的
2030 年，老年人的数量会上升超过
60%，达到10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2%。

在接下去的20年里，老年人口的
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到2050年，老年人
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15.6%，约
为16亿人。报告指出，这种增长趋势相
当于是从2015年到2050年之间，每年
平均增加2710万名老人。

与之相反的是，随着出生率下降，
到2020年之前，5岁及以下儿童在全
球人口中的占比会少于老年人。这将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从 2020 年起，这种趋势会持续，到
2050 年，5 岁及以下的儿童仅会占全
球人口的7.2%。

在35年间，20岁以下年轻人的数
量不会出现太大变化。2015年，全球共
有25亿名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数
字在2050年只会涨到26亿。在同一时
期，适龄工作人群，也就是20岁到64岁
的人口会有适度增长，上升25.6%，但在
全球人口的占比中却会出现下降。

从大洲来看，到 2050 年，欧洲仍
然会是最老的洲，非洲会是最年轻的
洲，而亚洲的老龄化速度将会是全球
各洲中最快的。

2015年，老年人只占亚洲人口的
8%，但因为亚洲国家的人口众多，这
个比例换成数字有超过3.4亿人，占全
球老年人总数的55.3%。到2050年，预
计会有9.75亿老人生活在亚洲，占全
球老龄人口的 62.3%。按照报告的预
测，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将会是2050
年全球最老的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2015 年，老年人占全国
人口的10.1%，到2030年，这一数字会
上升到 17.2%，也就是超过 2.3 亿人。
到 2050 年，预计中国人口为 13.04 亿
人，其中3.48亿是老年人。

从全球预期寿命来看，2015年的
数字是 68.6 岁，到 2050 年会延长到
76.2岁。这一时期，80岁及以上老人的
数量会增长三倍以上，从1.2亿增长到
4.4亿人。

但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所长
罗德斯指出，寿命变长并不代表大家
的健康情况变好，而“老龄人口的增加
也为相关部门带来了将来需要应对的
机遇和挑战”。 （人民网）

骗保骗保
获取虚假伤残诊断证明

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军方和
警察厅表示，有情报称有退役
或现役特种兵和保险代理人一
起进行了保险欺诈行为。警方
对此展开调查发现，保险代理
人接近特种部队成员，向他们
推销可以获取伤残补偿的保险
产品，并通过在特定医院获取虚
假的伤残诊断证明，从而向保险
公司骗取保费。

3 月 31 日，韩国釜山地方警
察厅智能犯罪调查队以涉嫌欺
诈和伪造私人文件，立案调查 2
名保险代理人以及4名医院代理
人。另外，对涉嫌以不正当方式
（诈骗）领取保险金的105名已退
役或现役特战司令部副士官也
进行立案侦查。

警方出具的材料显示，黄某
等 保 险 代 理 人 从 2013 年 初 到
2014 年末，以当时现役的特战司
令部105名副士官为对象，集中向
他们推销可以获得伤残补偿的保

险产品。
韩联社报道称，这些涉案特

种兵平均每人购买 7 到 8 种保险
产品，最多者购买了 17 种保险。
这些涉案的副士官大多在退役
后，经保险代理人“指点”，从特
定的医院拿到了伪造的工伤诊
断证明，并向保险公司申请了
理赔。报道说，这 105 人在 34 家
保险公司获得的保费少则 5000
万韩币（约合人民币 30 万元），
多则 1 亿 6000 万韩币（约合人民
币100万元）。

方便方便
特种兵的身份“容易行骗”

警方对特战部司令部下7支
部队、9家军医院以及161家普通
医院进行搜查后，证实了骗保情
况的确存在。

此外，警方也将就涉嫌开
具虚假诊断证明的医生和保险
代理人之间是否存在黑色交易
展开调查。但一名接受警方调
查的保险代理人称，“这是正常

的保险协议”，并对涉嫌保险欺
诈予以否认。

韩联社随后报道称，韩国陆
军特战司令部、水下爆破部队、海
军陆战队、空军特种部队等部队
中存在退役或现役特种部队成员
大规模参与保险欺诈的情况，案
件正在调查中。

韩国警方表示，目前已有
852 名退役或现役特种部队成员
被确立为调查对象。接受调查的
保险或医院代理人员也扩大到
数十人。

但媒体称，除了政府正式确
认的这800余名调查对象，来自韩
国海军陆战队、空军特种部队、海
警部队等800余人也可能涉案。媒
体据此推算最多可能有1600人涉
嫌参与骗保。

釜山警察厅在当天强调，保
险公司损失已达到200亿韩元，并
预计涉案金额可能超过2000亿韩
元。韩媒还特别指出，6名接受调
查的保险或医院代理人员中有5
人是特战司令部出身，前特种兵
的身份也“更容易行骗”。

舆论舆论
电视剧美好，现实一团糟

韩联社评论道，虽然最终调查
结果还未出炉，“但这样的怀疑本
身就足以让人感到惊讶和心情复
杂”，“作为强军象征的退役或现役
特种部队成员集体参与保险欺诈
的事实让越来越多的国民感到恐
慌”，“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金额
很可能如滚雪球般不断增加”。

韩国保险行业也在密切关注
事件进展。相关人士认为，本次事
件中的行骗手法“错漏百出”，但
有关保险监管部门却没有及时发
现。目前已披露的金额和参与人
数如果被证实，这很可能成为韩
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起集体保险
诈骗事件。

对此，韩国网友震惊之余，有
愤怒，也有感慨。有韩国网友痛心
疾首，“这些人的行为，让军方好
不容易形成的‘太阳的后裔’形象
被一朝断送，真丢人！”；还有网友
无奈感慨，“电视剧很美好，现实
却是一团糟”。 （新华国际）

纳卡地区位于外高加索，面积
4400平方公里。苏联时期，它是阿塞
拜疆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州，多数居
民为亚美尼亚族人。

由于对当地经济和生活条件不
满意，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一直谋
求将纳卡并入亚美尼亚。1988 年 2
月，主要由亚美尼亚人组成的纳卡州
苏维埃要求把这一地区划归亚美尼
亚共和国管辖。同年6月，亚美尼亚
最高苏维埃表示同意接管纳卡州，但
阿塞拜疆方面坚决拒绝变更领土的
任何要求。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也
不同意改变纳卡州的归属。与此同
时，纳卡州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

拜疆人的冲突却愈演愈烈。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亚两国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亚
美尼亚占领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
塞拜疆的部分领土。1994年，两国就
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至今仍因纳
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

1992年，在俄罗斯倡议下，欧洲
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的前身）
成立了由12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
俄美法三国为该小组联合主席国。
自此，有关纳卡问题的不同级别谈
判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续举行，
但谈判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新华社）

太阳的后裔
骗保200亿？
韩国上千特种兵卷入史上最大规模保险诈骗丑闻

“让太阳的后裔蒙羞”
■保险代理人接近特种部队成员，向他们推销可以获取伤残补偿的保险产品
■通过在特定医院获取虚假的伤残诊断证明，向保险公司骗取保费
■涉案特种兵平均每人购买7到8种保险产品，最多者购买了17种保险
■保险公司损失已达到200亿韩元，并预计涉案金额或超2000亿韩元

据英国《每日邮报》4 月 1 日
报道，当发现警察直升机在追捕
嫌疑犯时，一群英国儿童趴在地
面上组成了箭头，变身人体“地空
联络信号板”，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指出了嫌疑犯所在的位置，在他
们的帮助下，警方最终抓住了2名
抢劫嫌疑人。

报道称，这群孩子的年龄从6
到12岁不等，当时他们正在英国
萨里南部卡佩尔村附近寻找复活
节彩蛋。而后孩子们发现，他们加
入了一场特别的搜寻之中。

事发前，英国警方接到一起
盗窃案的报警，派出警察接警。警
用直升机上的摄影师发现两名男
子逆着直升机飞行方向在田地中
奔跑，随后这两名男子跑进了树

林里，摄影师跟丢了目标。但是摄
影师很快又看到一群儿童。这群
孩子趴在田地上，组成一个人体
箭头，指向了两人具体的方向。摄
影师依照孩子们的指示，打开红
外模式找到了躲在树林里的2名
嫌疑人。

嫌疑人分别为27和28岁，很
快被地面上的警察逮捕。这两名
嫌疑人随后被保释。英国国家警
察航空服务队（NPAS）警官保罗·
索昌表示：“我很确定，这群卡佩
尔村的居民肯定也没有想到这件
事：不去寻找复活节彩蛋了，去协
助警察搜捕嫌犯！”

索昌还说：“但是事实证明，
他们急中生智所作出的行动是极
有价值的。这些孩子们反应神速，

也许会让你想起伊妮德·布莱顿
（英国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儿童
文学作家）所著的儿童冒险故事，
但这是现实中发生的，而且方式
极为巧妙，他们对我们警察的工
作帮助很大。”

这群孩子急中生智的表现，
可以说相当专业，让军事观察员
想到“对空联络信号板”。自从空
军登上舞台，战场变得立体以
来，如何进行可靠而有效的空地
识别一直是各国空军关注的问
题。于是，就有了对空联络信号
板，它基础简单、明确有效，可以
让飞行员识别敌我，并进行打
击。即使在如今信息化作战时
代，这种古旧的装备依然有着不
可或缺的地位。 （央广）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 1 日晚
至2日发生军事冲突，两国互指对方
破坏停火协议。俄罗斯迅速介入，要
求立即停火。

最新消息称，阿塞拜疆已经单
方面宣布停火。但“如果亚美尼亚军
队继续挑衅，攻击阿塞拜疆境内的
居民区和军事设施，阿塞拜疆将进
行新的反击”。

阿塞拜疆国防部2日发表声明
说，亚美尼亚军队破坏双方停火协
议，使用迫击炮和大口径机枪向阿
境内开火，阿方武装部队迅即采取
反制措施。“12 名阿塞拜疆军人在
行动中丧生，”声明说，“另有一架直
升机遭亚美尼亚军队击落。”

亚美尼亚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
明，称阿塞拜疆方面 1 日晚出动坦
克、直升机和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发

起“大规模进攻”。
阿塞拜疆新闻网消息称，靠近

阿亚边境的加拉加吉村已证实有1
人丧生、1人受重伤。纳卡地区当地
官员戴维·巴巴扬说，一名大约12岁
的儿童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按
他的说法，此次交火是1994年以来
最惨烈的一次。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
日对媒体说，普京对近日纳卡地区重
燃战火十分关注并表示遗憾。“普京
总统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保持克
制，”佩斯科夫说，“避免进一步人员
伤亡。”

实际上，这不是普京首次调停纳
卡冲突。2014年8月，普京就邀请阿
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和亚
美尼亚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在俄罗
斯西南部城市索契举行三方会谈，希
望通过和平途径化解冲突。

坦克、直升机、迫击炮……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开火

同步播报

随着韩剧《太阳的后裔》
在中韩两国热播，剧中塑造
的韩国特种兵和志愿医生果
敢正义的形象俘获了众多观
众的心。但是最近，韩国媒体
披露的一起涉案金额大、涉
及人员广的特种兵保费诈骗
案，却让韩国网友直呼“让太
阳的后裔蒙羞”。

韩联社日前报道，韩国
陆军特战司令部下属的105
名退役或现役副士官因涉嫌
伪造诊断书等保险文件骗取
2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
亿元）保险金，正接受韩国警
方调查。待最终调查结束后，
涉案人员或达到1600人，涉
案金额可能达到数千亿韩
元，这将成为韩国史上最大
规模的一起保险诈骗事件。

纳卡地区 两国争了30年

阿塞
拜疆

亚美尼亚军队破坏双方停火协议，使用迫击炮
和大口径机枪向阿境内开火

孩子们身体摆箭头：

警察叔叔，
小偷往左去了通过红外模式，躲在树

林里的2名嫌疑人被抓获

一群儿童趴在地面上组成了箭头，变身人体“地空联络信号板”

釜山当局正在对骗保事件进行深度调查

亚美
尼亚

阿塞拜疆出动坦克、直升机和迫击炮等重型武
器，发起“大规模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