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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伊斯兰国”时代，警钟再响 瑞士小镇
“撒钱”求定居

就在“伊斯兰国”在正面战
场上节节败退的时候，就在多方
宣布“伊斯兰国”已是穷途末路
的时候，发生在埃及的恐袭再次
绷紧了所有人的神经。作为一个
实体，“伊斯兰国”或许已经不复
存在，但是，恐怖势力给这个世
界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除。

极端组织垂死挣扎

“如果‘伊斯兰国’是此次袭
击的幕后主使，这可能是企图提
醒世界各地的‘支持者’——— 他
们仍在这里，仍然存在，仍然可
以造成可怕的伤害。”英国广播
公司引用分析人士的话指出。

11 月 24 日，发生在埃及清
真寺的恐袭事件已导致 300 多
人遇难，震惊了世界。英国广播
公司报道称，本次袭击是恐怖分
子针对埃及平民规模最大的恐
袭事件之一，是埃及首次发生针
对清真寺的袭击。埃及总检察长
发表声明说，制造袭击的恐怖分
子持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旗
帜。目前暂无组织宣称对袭击负
责。不过，分析普遍认为，这是

“伊斯兰国”的垂死挣扎。
埃及《金字塔报》社论指出，

恐怖分子选择较易下手的平民
目标发动袭击，说明他们已无力

正面应对埃及安全部队的清剿。

恐袭策略重大转变

分析普遍指出，此次埃及恐
袭目标的改变显示该组织策略
的重大转变。路透社报道指出，
袭击清真寺对西奈武装分子而
言是一种战术转变，他们以前的
袭击目标是军队和警察，之后又
试图通过袭击基督教堂和朝圣
者，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散到大
陆地区。

专家表示，恐怖分子的目标
相比此前已发生改变，他们试图
通过单次袭击制造尽可能多的
伤亡以传播恐慌。这种转变的背
后有两个因素。一方面，“伊斯兰
国”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
的失势以及埃及军方近期加强
反恐力度给该组织西奈分支巨
大压力。另一方面，埃及近期积
极修复与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关
系，巴勒斯坦和解政府已于11月
1日接管了加沙地带与埃及接壤
的拉法口岸。随着口岸监管力度
的加强，该组织此前利用口岸进
行资金与人员补给的道路正被
逐渐堵死。

反恐还需治标治本

空袭发生后，埃及总统塞西

誓言对袭击者予以无情反击。随
后埃及军方证实，空军已对恐怖
分子发动空中打击，安全部队同
时进行地面追踪。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副所长孙德刚认为，恐袭将迫
使塞西政府延长紧急状态，对极
端分子采取高压措施，除保护重
要基础设施外，还将在边远地区
弥补反恐漏洞。此外，恐袭还将
促使埃及进一步密切与以色列
反恐合作，并且更加坚定参与地
区反恐行动。

不过，治标也得治本。
目前，在叙利亚，打击“伊斯

兰国”的军事行动已进入收尾阶
段，伊拉克也已经在军事上终结

“伊斯兰国”。但是分析指出，中
东地区在反恐方面依然任重道
远，不仅要防范极端分子化整为
零发动袭击，也要避免地区局势
动荡给极端组织带来卷土重来
之机。

正如伊拉克反恐事务专家
希沙姆·哈希米指出的，为避免

“伊斯兰国”再次兴起和类似组
织出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他说：“否则，反恐将只能治
标，不能治本。”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1111 月月 2277 日日，，在在埃埃及及开开罗罗记记者者协协会会，，人人们们点点燃燃蜡蜡烛烛悼悼念念逝逝者者。。据据新新华华社社

哈里王子订婚戒指

不为人知的细节

继日本神户制钢“沦陷”后，
日本有色金属巨头三菱综合材
料株式会社近日也曝出产品数
据造假丑闻。究竟是何原因，让
昔日以“工匠精神”享誉世界的
日本大企业“集体塌方”？

有媒体早已预见到日本制
造业的不当行为将层出不穷，
因为两大因素似乎在怂恿制造
商们“越界”：一是日本企业面
临来自外国竞争对手不断增加
的压力；二是日本 2006 年通过
的《告密者保护法》增加了不当
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

日本分析人士认为，从上
世纪 90 年代起，国内经济增长
长期放缓是一个主要因素。它
迫使日本公司改变商业模式，
不惜走捷径。20 年前，日本企业
还专注于增长战略。后来他们
逐渐意识到，经济将不再强劲

增长，这意味着企业必须集中
精力进行重组、削减成本和提
高效率。专家表示，提高效率得
努力使得管理层急功近利，甚
至不惜挑战质量管控的底线。
由此可见，日本品牌在夹缝中
求生存，急于求成和粉饰业绩，
是导致日本制造业近年来丑闻
不断的根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
员吴寄南表示，丑闻频发与日
本制造业的企业文化、劳动力
队伍结构变化有很大关系。

从企业文化方面看，以往
制造业注重“现场为主，质量优
先”，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
利润至上的观念愈发突出，企
业为此不惜偷工减料、弄虚作
假，让企业文化变了质。另一方
面，日本企业内部等级森严、层
级过多，而非扁平化管理。“大

企业病”会导致很多基层的一
线问题无法反映到最上层，信
息上传下达费时费力，容易积
小患酿大祸。

从劳动力队伍结构变化上
看，大量使用同工不同酬的临
时工和派遣人员成为一大问
题。20 年前，临时工人数在身处
制造业第一线的劳动力比例为
20% ，现在约为 80% 。临时工的
工资通常是正式工的三分之二
或一半，而且一旦企业经营状
况欠佳，他们往往成为第一批
被淘汰者。凡此种种，让他们缺
乏归属感，日产公司大量使用
无资质人员敷衍出厂检验手续
的丑闻最能说明问题。

而日企的隐瞒谎报等，则
暴露了日本企业管理监督不
力、“家丑不外扬”的通病。

据《解放日报》

日企屡屡“越界”根源何在

北美自贸协定第五轮重新
谈判近日在墨西哥城落幕，和
前四轮一样进展甚微。而北美
自贸协定工作组谈判将于 12 月
11 日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
一些议题或将取得阶段性进
展，不过三国的部长级代表仍
将缺席。

知情人士称，原产地规则
是谈判绕不过的一个坎。然而，
截至第五轮会谈结束，三方也
没能就此问题达成共识。

已走过近 24 年的北美自贸
协定对美、加、墨三国来说，并
非简单的一纸协定，而是涉及
三国的各行各业，深刻影响着

三国人民的工作和生活。在这
个机制下，三国间日均商贸交
流超过 26 亿美元，每小时的商
品交易额超过 1 . 08 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日前表
示，北美自贸协定若被废除，会
给墨西哥造成毁灭性打击。而
墨西哥经济部长则回应称，协
定若被废，美国也会很疼。美国
服务业联盟数据显示，若美国退
出北美自贸协定，仅对加拿大和
墨西哥的服务业出口贸易一项，
美国就将每年损失 880 亿美元，
超过 58 . 7 万人或面临失业。

墨西哥经济学家彼得斯表
示，协定若终止将是北美地区

的失败。一旦北美自贸协定终
止，将给美加墨三国都造成巨
大负面影响。

舆论认为，三国自贸协定
涉及领域众多，三方在一些方
面划定红线、各不相让，令谈判

“陷入泥潭”。这也从另一方面
显示出该自贸协定对三国来说
都十分重要。专家指出，正因为
北美自贸协定太过重要，三国
也需要更多时间来协商。现在
很难预测北美自贸协定到底前
景如何，不过相信三国都不会
和此前所说的那样，一言不合
便退出这个已有20多年历史的
协定。 据《人民日报》

北美自贸协定谈判前途未卜

为减缓人口的不断流失，
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小镇阿
尔比嫩镇政府提出，只要愿在
未来 10 年内都定居在镇上，45
岁以下的人士每人可获得 2 . 15
万欧元奖励，而他们的子女每人
也能获得 8500 欧元。不过，新入
住家庭必须先投资 17 万欧元购
买或搭建新房。当地政府称，这
一房产投资有望在 10 年内获得
130 万欧元的回报。此外，当地政
府还希望新入住家庭能重建当
地因生源匮乏而被迫关闭的学
校，并为眼下只剩 240 多人的社
区注入新活力。

1224 年建制的阿尔比嫩镇
位于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区海
拔 1275 米处，四周被牧区环绕，
景色宜人。当地政府预计，这一
大胆计划可能的“实际结果”是，
在 2022 年前吸引 5 户家庭入
住，包括 10 名大人和 8 名儿童。

据新华社

俄“极寒村”
零下 50 度不停课

近日，俄罗斯萨哈(雅库特)
共和国的气温降至零下 53 摄
氏度，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可
即使如此，在雅库特的巴塔盖
村(Batagai)等地区学校仍然没
有停课。

萨哈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寒
冷的地区之一，冰天雪地里汽
车引擎难以启动，因此当地的
汽车甚至从不熄火。可就在这
样的极寒地区，很多城市的学
校仍然没有停课。据悉，当地有
关学生停课的政策常常变化，
在首府雅库茨克，温度降至零
下 45 摄氏度时，12 岁以下的儿
童便禁止出门。可在很多地区，
即使温度已经降到零下 50 度，
15 岁以上的学生依然要去学校
上课。 据环球网

美国“黑五”
20 万人扎堆买枪

刚刚过去的美国零售业狂
欢节“黑色星期五”同样刺激了
枪支销售。据美国福克斯新闻
网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黑
五”当天共收到203086份购买枪
支的背景调查请求，创下新的
单日纪录。这一数字在2016年
和 2 0 1 5 年 的“ 黑 五 ”分 别 为
185713和185345。联邦政府收到
的购枪背景调查并非衡量枪支
实际销售量的指标，因为一人
可一次性购买多支枪械，“黑
五”当天实际的枪支销售数量
可能更高。在美国，私人拥有的
武器超过3亿件，但分布极不平
均。3 . 25亿美国居民中78%的人
没有枪支，大量枪支集中在少
数人手中。

据《环球时报》

近日，英国哈里王子和美国
演员梅格汉宣布订婚，并向公众
展示了他们的订婚戒指。这枚订
婚戒指上共有三颗钻石，且都具
有特殊的意义。位于中间的钻石
产自博兹瓦纳，是哈里王子多次
访问的地方，同时他和梅格汉也
在那里度过了不少时光。戒指外
侧的两颗钻石，来自哈里王子已
故母亲戴安娜的私人收藏。

这枚钻戒还是由哈里王子自
己设计的，这表示，两人的订婚应
该已经确定有一段时间了，因为
一般订制订婚钻戒通常需要 6-8
周时间。哈里王子遵循了皇室的
传统，即订制订婚戒指，这也是为
什么当年戴安娜王妃在商店购买
订婚戒指引起争议的原因。

哈里王子透露，他选择用黄
金制作订婚戒指，是因为梅格汉
喜欢黄金。而将戴安娜王妃收藏
的钻石镶嵌在上面，“是确保她和
我们在一起”，哈里王子补充说。

英国媒体认为，本来就很受
欢迎的三钻造型订婚戒指这下
可能会更加流行。三颗钻石分别
代表着友谊、爱和忠诚，以及两
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枚订
婚戒指的中心钻石为圆角方形，
至少有两克拉，而两侧的钻石也
有着精美的切割，这样一枚钻戒
至少要花费 5 万英镑(约合人民
币 44 万元)。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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