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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 6日报道, 受股
票市场价格指数大幅下挫影
响,全球最富 500人的净身家 5
日合计缩水 2.1%遥

美国彭博新闻社亿万富翁
指数追踪的富豪中,21 人净值
损失 10亿美元或更多遥随着美
国亚马逊公司股票价格下跌,
创始人杰夫窑贝索斯净值减少
最多,达 34亿美元遥 不过,贝索
斯依然是全球首富 , 净值达
1100亿美元遥

除贝索斯外, 法国路易威
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贝尔纳窑阿尔诺 5日净值缩水
32亿美元,脸书公司首席执行
官马克窑扎克伯格净值减少
28亿美元,印度信实公司董事
长穆凯什窑安巴尼净值缩水
24亿美元,微软公司联合创始
人比尔窑盖茨净值减少 20 亿
美元遥
美国三大股票指数 5 日

均创年内最大跌幅 , 其中道

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下
跌 962 点遥 芝加哥期权交易
所波动指数 (又称 野恐慌指
数 冶 )5 日 上 涨 39.64% 至
24.59, 达到 2018 年 12 月以
来最高遥

英国伦敦股市叶金融时报曳
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5日
下跌 2.47% ; 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下跌 2.19%; 德国
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
1.80%遥 李兵

日本经济产业省 7日颁布政
令,在简化出口审批手续的贸易对
象野白色清单冶中删除韩国遥 政令
定于 28日施行遥

日本政府本月 2日内阁会议
正式决定修改叶出口贸易管理令曳,
把韩国排除出野白色清单冶遥 作为
回应,韩国把日本从本国贸易野白
色清单冶除名遥 日本 7日发布的新
版政令停止野白色国家冶通称,按出
口管制实际情况把贸易对象分为
4组,把原有野白色清单冶中除韩国
以外的其余 26国列入 A组,仅把
韩国列入 B组, 朝鲜等 野风险较
高冶的国家列入 D组遥

A组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 ,日

本政府视 A 组国家为安全层面
野友好国家冶遥 这些国家从日本
企业进口可能军民两用的物品
和技术时 , 获得出口审批便利
待遇遥

韩国分类为 B组以后, 不再
获得上述待遇遥 如果日方认为出
口物资可能转用于军事, 除食品尧
木材等产品以外,每一笔合同都需
要获得经济产业省许可遥

日本政府解释,政令是对本国
出口管理方式的调整遥 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 7 日在记者会上说 :
野这不是故意要影响韩日关系,更
不是所谓经济报复或对抗遥 冶

不过 ,韩方认定,日方不满韩

国法院判决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劳工,
因而以这类手段野报复冶韩方遥

日本政府 7月初把 3种半导
体产业原材料列为对韩出口管制
对象遥

共同社报道,在日韩对立加深
的情况下,日韩叶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曳何去何从备受关注遥

叶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曳 着重
情报共享和安全保护, 日韩两国
2016 年 11 月 23 日签署 ,为期一
年, 届满自动延长遥 如有一方不
愿续签 ,需提前90 天尧即 8 月 24
日以前向另一方通报终止这一协
定遥 王强

绎美国取消近年访朝人员赴美
免签待遇遥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网
站 5日发布消息,称 2011年 3月 1日
以后入境过朝鲜的外籍公民将不再
能获得赴美免签待遇遥 这项政策所针
对的其余 7个国家是伊朗尧 伊拉克尧
苏丹尧叙利亚尧利比亚尧也门和索马
里遥

绎俄罗斯首款重型攻击无人机
成功首飞遥 俄罗斯国防部 3日发布公
告说,名为野猎人冶的重型长航时攻击
无人机于莫斯科时间 3日 12时 20分
(北京时间 3日 17时 20分)在国防部
下属某试飞机场开始首飞遥 飞行持续
了 20多分钟遥 无人机在操作员的控
制下以 600 米高度围绕机场飞行数
周,随后完成了着陆遥

绎德国一博物馆称发现白雪公
主原型墓碑遥 墓碑主人是贵族,名为
玛丽亚窑索菲娅窑冯埃尔塔尔,在美因
河畔洛尔的一座城堡长大,依家族编
年史描述野异常孤独冶尧尽全力帮助
穷人和有需要者的姑娘遥 博物馆负
责人霍尔格窑肯普肯斯说, 美因河畔
洛尔的人深信冯埃尔塔尔是白雪公
主原型遥 他们认为,格林兄弟住在离
美因河畔洛尔大约 80 公里处, 是在
冯埃尔塔尔经历的基础上添加一些
德国民间故事情节,1812年发表白雪
公主故事遥

绎新华社仰光 8月 8日电渊记者
车宏亮 庄北宁冤缅甸卫生部门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袁自今年 6月以来至本
月 7日袁缅甸全国已有 422 人确认感
染甲型 H1N1流感病毒袁 其中 90 人
死亡遥 数据显示袁此次甲型 H1N1流
感疫情影响缅甸多个省邦袁 其中仰
光省致死病例最多袁达到 63人曰其次
为伊洛瓦底省袁致死 9 人曰勃固省致
死 7人遥

绎叶中国脱贫攻坚曳在美国公共
电视网渊PBS冤加州电视台黄金时间
播出遥 这是美国主流媒体首次播出
深度介绍中国扶贫的电视专题节
目遥 该片邀请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尧
野中国改革友谊奖冶 获得者罗伯特窑
劳伦斯窑库恩为主持人和撰稿人袁由
中美摄制团队联合拍摄遥 该片通过
五个案例讲述了中国为完成在 2020
年前消除极端贫困这一目标所做的
非凡努力遥

绎我国将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信息库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
厅厅长史卫忠介绍,近年来,检察机关
依法严惩侵害留守儿童与困境儿童
权益犯罪,2018年以来起诉遗弃未成
年人犯罪 103件 140人, 起诉侵害农
村留守儿童犯罪 3600余人遥 此举将
推动形成涉及未成年人相关行业入
职查询和从业限制制度遥

绎残疾人托养服务有了首个国
家标准遥 7 日,中国残联尧民政部尧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尧 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等共同在京对 叶就业年龄段智
力尧 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
务规范曳的有关内容进行发布 ,这是
我国残疾人服务领域出台的首个国
家标准遥

梁晓 辑

当地时间 7月 30日尧31日袁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
分别迎来 2岁和 3岁生日遥 31日袁莫斯科动物园给它们
准备了冰镇竹子蛋糕庆生袁 两只大熊猫吃的津津有味袁
憨态可掬袁萌化了前来参观的游人遥

小桦摄

美股大跌
全球最富群体财富一天蒸发 1170亿美元

日本修改叶出口贸易管理令曳

把韩国清出“白色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