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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18年5月23

日（星期三）上午10:30在我司拍卖厅
（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777号双赢
大厦17楼）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届
时以拍品清单和特别说明为准）：

一、拍卖标的: 泾县泾川镇桃花
潭中路 1 幢 1～2 层房地产，混合结
构，建筑面积约 491.63㎡,土地使用
权 面 积 约 169.86㎡，商 业 出 让 用
地。拍卖参考价215万元。

二、报名、咨询、展示时间：自公
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22 日 16 时
止。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并缴
纳 30 万元的保证金报名参与竞买。
竞买不成，保证金拍卖会后无息退还。

三、咨询电话：0551-63506020、
15956279988

中国AAA级资质拍卖企业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标准化达标企业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车辆拍卖会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5月23日上午09:30在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
cn）网络拍卖平台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单位车辆一台，迈腾，参考价：4.62万元；
二.勘验标的时间、地点：2018年5月21、22日两天；

清源路与桃源路交口东侧合肥市气象局大院内。
三.竞买资格条件：有意竞买者请在2018年5月22

日17:00前，缴纳壹万元竞买保证金至我公司指定账户
（户名：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账号：
1022501021000512488；开户行：徽商银行合肥三里庵
支行，实际到账为准），不接受现金。并携带有效资质证
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成的保证金在拍卖会后七
日内不计息退还。

四、联系方式：张女士 18715469238
18788846955 63422469

五.监督电话：65685007
六.公司网站：www.ahplpm.com 公众号：ahpanlong
七.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区福州路3588号易菲堡

大厦四楼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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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
“排列3”开奖公告

第2018128期中奖号码：229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
“排列5”开奖公告

第2018128期中奖号码：22978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805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906941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055期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07、09、10、12、22、26
蓝色球号码：07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8128期

中奖号码：03、04、06、07、14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8128期中奖号码：033

巴勒斯坦民众 14 日在巴多地举行
游行示威，抗议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当天
在耶路撒冷正式开馆。抗议者与以色
列士兵发生冲突，导致至少 55 名巴勒
斯坦人死亡、2800多人受伤。

数万名巴勒斯坦人 14 日在加沙地
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举行抗议示威并
与以军发生冲突。记者当天在冲突现
场看到，一些示威者焚烧轮胎，现场升
起滚滚浓烟。示威人群还向以军方面
投掷石块。驻守边境的以色列士兵发
射催泪瓦斯并实弹射击。

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负责人
优素福·阿布·里什在当晚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当天加沙地带的冲突导致
至少 55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 2770 人
受伤。死者中有 7 名未成年人和一名
救护人员，伤者中有 1200 多人被以军
士兵实弹击中。

阿布·里什说，至此，巴以双方自 3
月30日以来在加沙地带边境的冲突已
造成10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4 日，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伯
利恒、希伯伦、杰里科等城市也发生抗议

游行活动，抗议者与以军发生冲突。据巴
勒斯坦红新月会数据，当天约旦河西岸
共有76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受伤。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14 日在拉姆
安拉宣布，从15日起，巴勒斯坦为加沙
地带死难者降半旗哀悼3天。

2017 年 12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
动将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
冷的进程。国际社会普遍对此表示反
对。今年3月30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
地带边境开启“回归大游行”示威活动。

一个多月来，巴勒斯坦民众与以军冲突
不断，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伤亡。

耶路撒冷问题是阻碍巴以和平进
程的症结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
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
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
方则要求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
都的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普遍不承
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拥有主权，很
多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把使馆
设在特拉维夫而非耶路撒冷。

▋据新华社

随着手机的普及，“低头族”越来
越多，“自拍”也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然
而，如果忽略周边环境的危险性，一味
忘我自拍的话，危险可就近在咫尺了。
近日，在位于印度根加讷格尔市的一家
商场内，一对年轻夫妇因忙着自拍，导
致年仅10个月大的女儿不幸丧命。

监控画面显示，一进商场三楼，女
婴的爸爸就开始忙着自拍。这还不
算，在四周逛了一圈后，夫妻俩决定换
个场景，到扶梯上再自拍一张。然而，
就在此时，悲剧发生了。女婴的妈妈
在配合自拍时，身体突然失去平衡，不
慎失手将女婴从三楼摔落。虽然周围
不少人见状试图施救，但女婴还是不幸
当场死亡。

印度：
那些年“玩命自拍”惹的祸

事实上，在印度，因自拍导致的悲
剧屡屡上演。

印 度 海 得 拉 巴
市郊区，一名热衷
自拍的小伙子不顾

危险，站在火车铁轨旁举起手机，准备
拍火车和自己擦肩而过的画面。结
果，小伙直接被呼啸而来的火车撞飞
了。事后，小伙被立刻送往医院，虽然
头部受到重创，但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拉贾斯坦邦一名男子想和一条眼
镜蛇“玩自拍”，然而眼镜蛇丝毫不买
账，对准他的肩头咬了下去，好在男子
没有因此丧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那
么走运。

在旁遮普邦，一名少年手拿真枪自
拍，瞄准太阳穴时枪意外走火，少年当
场死亡。

“豁命”求点赞
“玩命自拍”席卷全球

事实上，除了印度，“玩命自拍”在
其他国家也很常见。

例如，有加拿大人为了自拍，跑到
瓦努阿图喷发期的活火山口附近；秘鲁
小伙在行驶的列车旁自拍，却被火车司机
一脚踢在头上。而17岁的俄罗斯女孩齐
妮亚却因自拍丧命。她爬上一座铁路塔
自拍，因失去平衡，摔下去遭电击死亡。

55人丧生!
美驻以使馆搬迁日上演血腥一幕

印度夫妻扶梯上忙自拍
女婴从三楼摔落当场丧命悲剧！

毫无疑问，爆发的火山、席卷而
来的龙卷风、巨大的鲨鱼，用这些做
背景可以拍出激动人心的照片，但社
交网络上几千万的点赞，也不值得去
付出生命。那么，如何才能让“玩命
自拍”的现象不再发生呢？许多国家
都在采取行动。

印度：
发布警告 设立禁止自拍区

来自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一份调查显示，2014 年 3 月到 2016
年 9 月间，全球确认发生 127 起因自
拍致死事件，其中 76 起发生在印
度。对此，印度多地采取行动，整治

“玩命自拍”。其中，卡纳塔克邦在
危险地点设立自拍警示牌，以减少
危险发生；北方邦警方发出警告，称
在铁轨或立交桥等危险地点自拍的
人将被“扔进监狱”；孟买警方也在

旅游景点设立禁止自拍区。

俄罗斯：
发布自拍安全指南

除了印度，俄罗斯也是“玩命自
拍”重灾区。为了避免自拍酿成惨
剧，俄罗斯内政部曾发布了一份安全
指南，提醒公众：不要在火车前自拍；
不要拿着手枪自拍；不要在快艇上自
拍；不要爬上屋顶自拍；开车时不要
自拍；在楼梯上最好也不要自拍。

韩国：
从自拍者心理入手

而韩国心理学家则试图从“自拍
成瘾者”的心理入手，给“玩命自拍”
开良方。在韩国，经常有年轻人在危
险的悬崖峭壁上拍照留念，并称这会
带来极大的快感与满足。

拍照者说，我也知道可能会发
生事故，但这太刺激、太有趣了，一
心只想着拍照留个纪念，倒不觉得
害怕了。

专家表示，人们热衷在危险的
地点拍照，其实是希望得到更多人
的瞩目和认可。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可以被认为是“暴露癖”和“偷窥
症”相结合所产生的现象。

韩国延世大学医疗院精神科医
生称：他们认为越是比别人过激，就
越能在自己的社交圈中得到肯定。

▋据央视

□新闻链接

整治“玩命自拍”多国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