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私人游艇出海是众多富豪喜
爱的休闲方式。未来，乘可潜水私人
游艇遨游海底世界可能成为财主们
的新游乐项目。

奥地利“米迦罗私人潜水游艇”
公司设计的一款私人潜水游艇以美
国海军弗吉尼亚号潜艇为设计蓝
本，长115米，双层，有8间客房，配
备影院、图书室、电梯、停机坪和泳
池。享受完海上休闲模式后，只需摁
下开关， 这艘豪华游艇就可变身为
潜艇， 最深可潜入水下240米。“米
迦罗”公司网站称，私人潜艇的安全
性达到美国海军潜艇安全标准，目
前有5种款式供客户选购定制。英
国《每日邮报》说，美军弗吉尼亚号
潜艇的造价高达23亿美元（约合
149亿元人民币），按此推算，“米迦
罗” 公司私人潜艇的潜在客户可能
仅限世界顶级富豪。

■均据新华社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市场与
冶炼部主任阿卜杜拉·查希尔25日
表示， 国际石油市场波动短期还会
持续，但预计2016年原油均价可能
回升至每桶50美元。

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第24届年
会当天在阿布扎比举行。 查希尔在
会上说， 尽管在前不久的多哈会议
上，主要产油国未能达成冻产协议，
但由于预计非欧佩克产油国的供油
将减少， 市场上剩余储量也将因原
油需求增长而被消费掉，因此，预计
今年下半年油价会反弹。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此次
会议上表示， 公司将继续增加对石
油工业包括勘探、生产、炼制和营销
等全产业链的投资。

美国苹果公司预计26日
披露上季度业绩。 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CNN）25日报
道， 苹果预计将宣布销售额
和利润同比双双下滑。CNN

评论， 一个快速发展的企业
出现这样的业绩颇为罕见。
苹果上次出现季度销售业绩
同比下滑是在2003年第一
季度。报道说，华尔街分析师

甚至预期更为罕见的情况出
现， 即苹果上季度销售业绩
出现两位数萎缩。自2001年
秋季以来， 苹果再未出现过
这种情况。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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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喜讯来了

《化解血糖的智慧》 是我国国家级研究机
构———北京市粮食科学研究院编撰的最新糖尿病
自疗方法。 专家们站在国际医学的前沿，手把手教
糖尿病患者全面掌握应对糖尿病的最新化糖疗法，
让您在家也能轻松改善糖尿病，远离并发症，为您
节省大把的医药费。

像第五章：“化糖 100 天，战胜糖尿病”，第六章
“一味降糖不如化糖”，“净化血液， 打通全身微循
环”，“糖尿病足病，警惕多次截肢”，第七章“饭前低
血糖，可能也是糖尿病”“糖尿病人，谨慎泡脚”等等，
这些内容，都能帮助患者自己察明病因、控制症状、
消除疾病，方法都很管用。

很多读者都来信说，康复糖尿病还是要相信科
学，不能自暴自弃。“《化解血糖的智慧》方法讲解透
彻，比喻生动有趣，越看越爱看，越看越受用，简单
易学的调理方法，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有效解决了
常年吃药的糖尿病人“三多一少”、并发症缠身的两
大难题！ ”

打一个电话：摆脱终身服药，改变糖友命运
糖尿病患者都是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没看这本

书之前，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看完这本书，他们
才恍然大悟，只要方法得当，糖尿病原来是可以康
复的。 坚持采用本书介绍的全新化糖疗法，短的只
需 1、2 个月，长的半年不到，就有望甩掉药罐子，让
生活更有质量。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首次发行 10000 本《化
解血糖的智慧》被一购而空。 同时《化解血糖的智
慧》 这本书还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在全球推广，让

更多的糖尿病患者从中受益。
读者：我要拿重金酬谢本书作者

很多老糖友在阅读完《化解血糖的智慧》之后，
都说写得特别好， 帮助他们解决了治病大把吃药，
吃药又治不好病的问题———

一位香港的林先生来信告诉我们，他母亲患有 8
年的糖尿病， 空腹血糖高达 18， 常年吃 5种西药维
持，还并发糖尿病肾病。之前在香港新加坡台湾看过
很多名医，病情没有任何好转。 这一次按照书中的方
法调理治疗，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糖尿病和肾病，全家
人都非常感慨祖国医学的强大高明。 为此他决定拿
出 100万酬谢书的作者和我们栏目。 一本书一百万
啊，林先生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酬金就不必了。 因
为让人人远离糖尿病就是这些糖尿病专家最大的心
愿和快乐。

不花一分钱?�来电就能领取
或许您觉得自己久病成医了， 但无论你看过多

少名医、读过多少医著，你都不能错过这本书。 因为
这是来自国家级研究机构的糖尿病专家的最新研
究成果。 所以无论你多忙都要抽出时间来打一个电
话，把这本书领回去，掌握一种对抗糖尿病的新方
法，在家就能康复糖尿病，何乐而不为呢，1000 本科
普新书《化解血糖的智慧》公益发放，数量正在递减
中，立即拨打电话领一本吧！

1000 本康复糖尿病科普新书公益发放

好消息：为帮助全省数百万糖尿病患者早日康复，由国家级研究机构北
京市粮食科学研究院编撰的糖尿病自疗宝典《化解血糖的智慧》，今天开始公
益发放。你只需一个电话，即可免费领到一本。本书详细介绍了我国著名糖尿
病专家发明的全新自疗康复新方法，相当实用，千万不要错失良机。

如果你或者你的亲人还在遭受糖尿病带来的血糖不稳、 皮肤瘙痒、 视力模
糊、四肢麻木、浑身无力、失眠健忘、心慌胸闷、血压升高、头晕头痛、肾虚尿频、足
底溃烂等等并发症的折磨，那就赶紧拨打电话领取一本吧，尽早读完这本书，也
许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免费领书热线：400-633-1200

全省糖
尿病人

为了切实减轻患者负担，本次公益活动，不收取书的费用
和邮寄费用。 由于经费有限，我省仅赠送 1000本，领完即止。

喜讯 1：北京市粮食科学研究院的著名糖尿病专家已经成功破译糖尿病康复的最新方法。
喜讯 2：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专家们将该方法集结成册，堪称糖尿病人自疗康复的宝典。
喜讯 3：定价 38元，全国新华书店有售，今天来电话即可免费赠送，越早读越早康复。
喜讯 4：部分经济困难的读者，还有望获得高达 1860 元的国家免费自疗赞助。

英国网络安全研究人员25日
说，孟加拉国央行失窃案中，黑客
利用一款恶意软件操控银行电脑
系统， 其用心不仅是盗走该国钱
财，还可能攻击环球银行间金融通
信协会（SWIFT） 的转账支付系
统。

路透社当天援引英国航空航
天系统公司安全威胁情报部门主
管阿德里安·尼什的话报道， 他们
发现一款名为evtdiag.exe的恶意
软件，虽然不能百分百认定黑客就
是借助这款软件“行凶”，但它所携
带的各种信息均指向孟加拉国央
行失窃案。

按尼什的说法，这是一款为孟
加拉国央行“量身订制”的恶意软
件， 黑客可以靠它修改央行连接
SWIFT转账支付系统的密码、拦
截从SWIFT方面发来的转账确认
信息以及删除转账记录等。

黑客还可以借助这款软件人
为操控孟加拉国央行的账户结余
情况，以便在失窃资金“洗白”前不
被发现。

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发给
路透社的相关资料显示，虽然这款
恶意软件专门针对孟加拉国央行，
但“本次网络攻击中使用的通用工
具、技术和步骤可能使黑客团体能
够再次发起别的攻击”。

今年2月初， 黑客成功从孟加
拉国央行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
行的账户中转走8100多万美元，
如果不是因为黑客拼错一个英文
单词， 该账户可能还会损失至少
8.5亿美元。 ■据新华社

黑客狂窃孟加拉，全球银行打冷颤
可改转账支付系统的密码 SWIFT回应：对网络或核心信息交互系统没影响

SWIFT总部位于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是全球通行的银行间转
账支付平台， 为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1.1万家银行等机构服务。

对于路透社的报道，SWIFT迅
速经由官方网站发文回应，称该机
构注意到有恶意软件攻击客户的
软件系统，但“恰恰与相关报道所
说内容相反的是，这款恶意软件对
SWIFT的网络或核心信息交互系
统没有影响”。

文章说，路透社所提到的恶意
软件“只能在黑客已经成功发现并
利用当地（银行）系统网络安全隐
患之后才能被植入”；SWIFT已经
研发出相应设备，以助客户提升网
络安全、找准当地数据库记录有出
入之处。

孟加拉国警方法医培训研究
院负责人穆罕默德·沙阿·阿拉姆
21日说，该国央行之所以遭黑客成
功攻击，原因是这家金融机构的电
脑没有安装防火墙且使用廉价的
网络交换机。

阿拉姆提到， 央行账户失窃，
SWIFT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因为它
没有事先提醒孟加拉国央行电脑
系统存在风险。

黑客对SWIFT的核心信
息交互系统没影响

SWIFT回应

4月25日，人们聚集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贾迪达区的汽车炸弹袭击现场。伊拉克内政部官员25
日说，巴格达东部一处集市当天下午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 新华社 图

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 7人死亡

苹果拟披露13年来最差业绩

私人潜艇富豪新宠？

世界最大产油国沙特25日公布
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计划，
目的是为了戒掉几十年来沙特经济
的“石油瘾”，发展教育、军工、房地
产和旅游业， 并使沙特成为国际投
资大户。

计划筹划人和执行者沙特副王
储、 经济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表示， 沙特有望到
2020年就可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该计划核心内容是出售国营的
阿美石油公司部分股权， 并建立世
界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穆罕默德说，
阿美石油的估值在2万亿至2.5万亿
美元之间， 沙特准备通过上市出售
其5%的股份， 筹得资金作为总额2
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一部分。
该计划承诺给常驻的外籍人口提供
绿卡，方便其在沙特长期工作。伦敦
经济学院副教授斯蒂芬·赫托格认
为， 沙特追求经济多样化尚面临结
构性障碍，道路十分艰难。

沙特经济
要戒油瘾玩转型

今年原油均价或
回升至每桶5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