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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为报复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高级指

挥官巴哈·阿布·阿塔在当地时间

12日早些时候被炸死，加沙地带武

装组织当天向以色列发射近 200

枚火箭弹。

以色列军方 12 日傍晚在一

份声明中说，当天凌晨开始，以色列

共遭受 190多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

箭弹袭击， 其中一半火箭弹落在空

地，数十枚被“铁穹”防御系统成功

拦截。

由于遭受火箭弹袭击，以南部

和中部当天学校停课、 火车停驶。

为防止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进一步

报复，以军向南部与加沙地带交界

地区增派了坦克和装甲车。

以军当天向加沙地带杰哈德

的训练场、地道等多处目标发动空

袭。 加沙医疗部门说，以军空袭共

造成 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十人

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2 日

说， 以方无意将以巴冲突升级，但

做好了继续应对加沙武装组织发

射火箭弹的准备。截至当地时间 12

日深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

仍在继续，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仍在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南部地区

不时响起防空警报。

以色列遭近200枚火箭弹袭击

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

府每年集中力量为民办理一批贴

近民生的实事项目，分期分批地逐

步解决了市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使

2020年“十件实事” 拟建项目更好

地反映民意，市委、市政府决定开

展 2020 年“十件实事” 拟建项目

征集活动。

一、征集时间

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2019 年

11月 22日。

二、征集内容

拟建项目要围绕公共安全、文

化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与就

业、生态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建设、

城市管理、 交通出行以及与民生密

切相关的事项提出工程项目建设、

惠民政策等实事项目建议。 建议内

容应文字简洁、条理清晰、具备可操

作性。

三、征集原则

紧扣民生、受益面广、切实可

行、当年办结。

四、征集方式

1.信函投递。请写明项目名称、

内容及办理建议等 （请用正楷书

写），署上建议人姓名、联系电话和

通讯地址等相关信息邮寄至贵阳市

督办督查局(邮编：550081)；请在信

封正面贴邮票处粘贴从 《贵阳日

报》《贵阳晚报》 上剪下的邮资凭

证标识，贵阳市邮政公司将免费投

递。

2.电子邮件。请写明项目名称、

内容及办理建议等，署上建议人姓

名、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等相关信

息发送至邮箱：gysjss@126.com。

希望广大市民、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网民朋友踊跃参与。市委、市

政府将充分考虑和尊重群众意见，

对每一封来信都会认真对待， 对每

一条建议都会认真研究，确保“十

件实事” 反映群众心声，合乎市民

意愿。

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 11月 8日

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征集 2020年中共贵阳市委 贵阳市人民政府

为民办“十件实事”拟建项目的公告

据新华社电 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

参议院第二副议长珍尼娜·阿涅斯 12 日

在立法会议上宣布担任该国临时总统，

并表示将尽快举行新的大选。

属于反对派民主联盟党的阿涅斯说，

她担任临时总统符合玻利维亚宪法程序。

根据玻利维亚宪法，在国家元首缺席的情

况下，按副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

的顺序接替总统职务。玻利维亚总统莫拉

莱斯辞职后，副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

议长均已辞职。阿涅斯在宣布就任临时总

统前已宣布担任参议院议长。

阿涅斯宣誓后， 玻利维亚宪法法院

发表公报， 承认其就任临时总统符合玻

利维亚 2009年颁布的宪法。 阿涅斯的就

任也得到了该国武装部队的承认。 但是

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执政党“争取社会主

义运动”议员没有参加当天的会议。

阿涅斯宣布就任

玻利维亚临时总统

据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 11 日宣

布， 将太阳系边缘柯伊伯带一颗小天体

正式命名为“阿罗科斯”（Arrokoth），这

个编号为 2014� MU69 的小天体此前一

直被昵称为“天涯海角” 。

今年 1 月 1 日，美国“新视野” 号探

测器从距“阿罗科斯” 仅 3500 公里处飞

过， 完成人类探测史上最遥远的一次星

际“邂逅” ，当时，这颗最早被哈勃望远

镜发现的小天体距太阳大约 65 亿公里，

比冥王星还远约 16亿公里。

“阿罗科斯” 来源于美洲原住民波

瓦坦人所说的阿尔贡金语中的 “天空”

一词， 该命名也得到了波瓦坦部落代表

的认可。 “新视野” 号首席研究员阿兰·

斯特恩说，“阿罗科斯” 反映出人们探知

天空和未知世界的渴望。

美航天局———

为“天涯海角”的

小天体正式命名

珍尼娜·阿涅斯（中）戴上总统绶带

■新闻速递

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上周

表示，土方 11 日将启动遣返程序，

把这些“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遣返

回原籍国，不管这些国家是否已经

剥夺他们的国籍。

土耳其内政部 11 日透露，土

方当日遣返了三名“伊斯兰国” 武

装人员，其中包括两名欧洲人。 土

方还将在今后几天陆续驱逐另外

20余名“伊斯兰国” 外籍武装人

员，其中包括丹麦人、爱尔兰人、法

国人和德国人。

分析人士指出，土耳其一直致

力于加入欧盟，早已获得欧盟“候

选国” 资格并在 2005 年启动了入

盟谈判。 但近年来，双方在难民危

机等诸多问题上发生矛盾，关系逐

渐陷入低谷。 最近一段时期，双方

更是摩擦不断。

欧盟一再批评土耳其在叙利

亚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 针对土

耳其与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的油

气争端，欧盟支持塞方，赞成就土

耳其 “非法开采” 一事采取限制

措施。

土耳其则在难民问题上持续

向欧洲发难。 土总统埃尔多安本月

7日访问匈牙利时警告， 如果欧盟

不提供足够援助，土耳其将被迫为

数百万难民 “打开通往欧洲的大

门” 。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启动遣

返“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程序的一

个重要意图，是加大对欧洲施压力

度， 迫使其在一些问题上让步，但

此举或令双方关系雪上加霜。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启动遣

返程序当日，围绕土“非法开采”

一事，欧盟外长会议就对土实施制

裁达成一致。 埃尔多安 12 日对此

回应称，土耳其将把更多“伊斯兰

国” 武装人员遣返回原籍国。 照此

趋势发展，土欧之间的博弈预计将

进一步加剧。

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多国都明

确表示， 拒绝接收参与 “伊斯兰

国” 行动的本国公民。 为了 “甩

锅” ，英国、丹麦、德国等国甚至取

消了一些武装人员及其家属的国

籍。 因此，土遣返“伊斯兰国” 武装

人员的计划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

实施有待观察。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国家之所以

拒绝参与“伊斯兰国” 行动的本国

公民回国， 主要是担心他们回国后

会构成安全风险。 而且在欧洲国家

看来，目前被土耳其关押的“伊斯

兰国” 武装人员，与之前因放弃对

“伊斯兰国” 的幻想或明确表示与

“伊斯兰国” 划清界限的回国人员

相比，可能更加危险，他们很有可能

是效忠“伊斯兰国”的顽固分子。

欧洲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难

以严厉惩戒这些在境外参与“伊斯

兰国”行动的人员。首先，很难对这

些人员参与“伊斯兰国” 行动进行

取证；其次，很多人员辩称自己在

“伊斯兰国” 只是参与了一些非战

斗行动，而这也很难调查清楚。 此

外，加入“伊斯兰国” 本身就构成

犯罪，还是在“伊斯兰国” 内从事

哪些行为才算犯罪，这些问题也亟

待厘清。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

究员德沃金指出，不少欧洲国家的

法律对于参与“伊斯兰国” 行动的

人制裁太轻，往往只会判处几年监

禁。 出狱之后，这些人可能会威胁

国土安全。

土耳其政治分析家德米尔塔

什表示，遣返“伊斯兰国” 成员的

启动时间选在即将于本周在华盛

顿召开的国际反恐会议前夕，土耳

其意在揭露欧洲在反恐问题上的

虚伪性。 据新华社

土耳其遣返“伊斯兰国” 人员

土欧摩擦进一步加剧

土耳其内政部当地时间 11 日

说，土方已经启动遣返程序，打算

把土关押的数千名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武装人员送回原籍国。 据土

媒报道，这些人大多来自欧洲。

分析人士指出，土耳其近期与

欧洲国家纷争不断，此举很大程度

上是在表达不满， 向欧洲施压，双

方关系恐将进一步恶化。

■核心提示

土耳其硬遣返

欧洲难接收

在以色列斯代罗特，车辆在遭火箭弹袭击后起火的工厂外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