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界异动：  12      月      8      场流星雨？！、中国版“一日千  

年”将上演、教皇三弄——全球新闻月报 2019.11  
    

编辑CY

   凤凰座、仙后座、船尾座-船帆座、麒麟座、长蛇座、双子座、狮子座、小

熊座。。您没看错，这是 12月的 8场流星雨，如此高频不知是否史无前例？

（谁能找到更多场的，请跟帖~小编给您点个大赞）；12月还将附送一场日环

食，灵界如此活跃，兄姐当警醒！回忆 11月，可以称得上地动山摇，6级以上

大地震高达 12场，直追13场的 4月“环洋之战”的全面交锋月——11月正好

是 5月昆仑古城大决战半年后，是否神在撼动物质界，为神的儿女铁杖辖管列

国背书？教皇本月 3次发声都跟全球大一统有关; 5G如火如荼，已深入人心，

大兵压境，这是否施洗约翰所说“火的洗礼”？亲爱的你，主来的日子真的近

了。

2019年 11月全球地震活动统计图（图片来自地震台网）



11月 6级以上地震一览表（6及以上12场，10月只有5场）



新闻概览

主题 日期                      报道超链

天象 11.29 年底奇观｜  19      个必看天象！双子座流星雨不容错过  

11.23 50000      度！太阳系边缘现神秘高温火墙，旅行者      2      号是如何飞出去的？  

11.14 流星？日本和美国的天空分别有巨大“火球”划过

11.11 黑色圆点入侵太阳界限，地球的另一边昨晚发生了什么？

11.25 流星暴雨本周上演：  400      颗麒麟流星雨将横穿加拿大！  

https://mp.weixin.qq.com/s/G1h95PphOPxyN-qxOODi8Q
https://mp.weixin.qq.com/s/LyaSjXrjur6HwFAFAt_n5g
https://www.toutiao.com/a675896103455319706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73290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42001440100140400860B1FD322&group_id=6758961034553197069
https://www.toutiao.com/a676247394768337357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5301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4075017010014048133161C38BC&group_id=6762473947683373576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004330388142979698%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


11.20 300      年一遇，错过等      48      年！  22      日晚现“四猪喜迎小雪”天文历法现象  

11.27 地球上空出现诡异现象，巨大锥形波犁过云层，暂无专家的科学解释

11.11 中国雄心勃勃打造“地月经济区”

SpaceX  ：  

11.10 恐怖太空怪兽即将出现？  40000      颗星链网的      60      颗卫星将在明天升空  

11.21 星际飞船      1      号在顶部炸飞      150      米后黯然谢幕 马斯克继续脚踏失败前行  

混种人

AI

11.23 美国脑控技术世界领先，脑控网络正在形成

11.25 全球迎来      5G      时代，它和施洗约翰预言的 “火的洗礼” 有关吗？  

11.14 英国身患绝症的科学家成功将自己转变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电子人”

11.25 为定居火星，科学家计划将水熊虫      DNA      植入人类细胞  

11.19 医学新突破！可使人类  "  宛如重生  "  的生物墨水来了  

11.12 2019      年双十一总成交额是多少 双十一总成交额创新高“新”动向曝光  

11.12 外刊   |   美国掀狂热“科技抵制潮”，政府如何对待科技巨头？  

11.9 加拿大公司推出“量子隐身”盾牌，神似哈利波特隐形斗篷

11.20 最新量子通信芯片问世，缩小了      1000      倍可用于手机通信安全  

11.14 次世代搜索引擎，百度谷歌的挑战者出现了

11.22 迪士尼重磅      VR      影片《神话：冰雪奇缘》来袭  

11.21 1      天      1000      年，这不是科幻，中国电建将让它变成现实  （杭州）

11.15 追寻暗物质？“熊猫”不甘示弱（四川锦屏实验室/全世界最深）

11.22 这台电子加速器产生世界上最亮的光（瑞典/巴西天狼星加速器建设中）

11.23 诺奖级重大突破？匈牙利科学家称发现可破解暗物质的“第五种力”

11.25 国内首创！高校成立“中国科幻研究院”（四川）

11.23 战火烧到外层空间！美俄同一天公布新武器，人工智能将成主角

12.1 空中的士首飞！广州打造全球首个空中交通试点城市

考古 11.9 又一个世界级景点永久关闭！失去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  ......  

11.9 新闻：古迦南偶像  "  摩洛  "  在罗马展出，梵蒂冈教皇竟然是这种反应…  

11.18 日团队发现      143      条纳斯卡线 形似人类和双头蛇  

极端

天气

11.25  卡城      15      厘米大雪还没停，已有      100      多起交通事故，多个航班延误或取  

消！

11.20 洪水、大雪、暴雨、寒潮……欧洲      11      月的天气就是这么任性  

11.4 堪比灾难片！印度首都雾霾爆表至      999  ，待一天  =  抽烟      33      根  

11.15 澳洲气象局发布一张天气预测图，资深预报员直言：“太可怕了”

11.11 紧急突发！悉尼全城戒备，进入最高紧急状态！大火彻底失控，事态严

重升级！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幕诞生了  ...  

11.14 大水漫了威尼斯 市长：都怪气候变化

11.15 英国遭遇史上最恶劣天气引发特大洪水 数百家庭遇难诺丁汉被淹

火山

大地震

11.3 日本西南部萨摩约岛火山爆发 烟灰冲至      3000      英尺高  

11.9 日本樱岛火山剧烈喷发 火山灰喷射高度达      5500      米  

11.12 外媒：法国发生      5.4      级地震 专家称在当地相当罕见  

11.25 广西百色发生      5.2      级地震已致      1      人死亡  

11.23 相隔      1      天，全球又发生一次      6      级强震，本月第      9      个了，地球又在活跃？  

https://www.toutiao.com/a675543553442578483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292295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0511023001001404703423F18F74&group_id=6755435534425784839
https://toutiao.xinmin.cn/mobile/news/content/31613404?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61268558660895246
https://www.toutiao.com/a676054082734207846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15973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91835310100140470412208F995&group_id=6760540827342078468
https://www.toutiao.com/a67621326505356825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0388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3181127010014047042193005FF&group_id=6762132650535682567
https://www.toutiao.com/a676268488363555278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9550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419382201001404813633A9C6A7&group_id=6762684883635552782
https://mp.weixin.qq.com/s/6JWLnzzIPjxtEJORusn2xg
https://www.toutiao.com/a676249377641070644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7195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413055401001404008805311BAA&group_id=6762493776410706440
https://mp.weixin.qq.com/s/rReIeXFJ_JSTnDhgoIW7pw
https://mp.weixin.qq.com/s/rReIeXFJ_JSTnDhgoIW7pw
https://www.toutiao.com/a67572474296800384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36102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01243440100140400852EB6AA8A&group_id=6757247429680038411
https://mp.weixin.qq.com/s/78aoLFZ5DwYJD87fj9nAOg
https://www.toutiao.com/a675890804664408526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81905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51957310100120351980E089043&group_id=6758908046644085261
https://www.toutiao.com/a675814244007228263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54555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21559140100080431062003034B&group_id=6758142440072282637
https://www.toutiao.com/a676096702093146574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39538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212030001001404702002FF242A&group_id=6760967020931465742
https://3w.huanqiu.com/a/141384/9CaKrnKo5dS?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65257288191050253
https://mp.weixin.qq.com/s/XSYOV77vz_Q-sZfrP8Gx1g
https://www.toutiao.com/a67623932411206702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0441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31820160100100530271E5276A5&group_id=6762393241120670211
https://www.toutiao.com/a676124437010553293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25957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02219310100120651620B5BE520&group_id=6761244370105532939
https://www.shobserver.com/toutiao/html/188695.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59129792173326855
http://m.hxnews.com/news/itkj/kjqy/201911/12/jrtt_1827528.s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58244902187827720
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34900.html
https://www.toutiao.com/a67613577545494041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2998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109313701001005402813C9A857&group_id=6761357754549404167
https://m2.people.cn/r/MV8wXzEzMzc5Mjc3XzM3XzE1NzMyNjY3MzU=?source=da&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57129659273445901
https://www.toutiao.com/a67568653615193134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2883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0916331701001404702700A9F09E&group_id=6756865361519313411
https://mp.weixin.qq.com/s/wV1KBtcPTvYeWfXwC0YhXQ
https://www.toutiao.com/a675507107827340135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283680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04110642010010058161276F543F&group_id=6755071078273401358
https://mp.weixin.qq.com/s/43R-TRlqqaEWq13EU44mMw
https://mp.weixin.qq.com/s/43R-TRlqqaEWq13EU44mMw
https://www.toutiao.com/a675825734766506854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54430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215382401001402613008025898&group_id=6758257347665068548
https://www.toutiao.com/a675936491611881524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8183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51946360100140481410305587D&group_id=6759364916118815243
https://www.toutiao.com/a675900321772548967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73307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42004310100140481440A315D79&group_id=6759003217725489672
https://www.toutiao.com/a675944284868208283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81858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51949410100120651632604965C&group_id=6759442848682082830
https://mp.weixin.qq.com/s/Iv5UHp352l3F3xHhElKwVQ
https://www.toutiao.com/a676176567587151924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40356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2141920010014047019010293B4&group_id=6761765675871519243
https://c.m.163.com/news/a/ETKKIO1E051198AK.html?spss=newsapp
https://www.toutiao.com/a676389192211837799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92077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81359300100140470690F1E4732&group_id=6763891922118377998
https://www.toutiao.com/a676306504226386791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68320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52000060100140470670729E2D4&group_id=6763065042263867912
https://www.toutiao.com/a676173059247729920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40366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214210801001404008531028949&group_id=6761730592477299207
https://mp.weixin.qq.com/s/VzFapEQocYbeEMsbDAtwqg
https://www.toutiao.com/a67623436061172044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018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317381601001206514521458CC2&group_id=6762343606117204484


时政

异闻

金融：

11.25 血崩！刚刚，一个      1000      亿的庞氏骗局崩塌了！  

11.7 “  数字货币”再次提速！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合作不断  

异兽：

11.3 美国各地出现“狗人”，人身狗脸叫声像狼，已杀死不少宠物牲畜

11.11 昆明苗族村惊现“人脸鱼”，外国网友：这才是真正的“海王”

11.05 专家预测非洲猪瘟将致全球四分之一猪死亡全球专家都在努力研制疫苗

11.5 Hoglets 'too light to hibernate'（英国刺猬生存危机）

其他：

11.20 白宫再次力挺内塔尼亚胡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或暗藏大交易？

11.15 轰炸叙利亚首都！以色列这次来真的，一枚导弹直射武装指挥官住所

11.10 简译新闻：教皇呼吁全球领导人签署全球条约

11.25 教皇会见穆斯林领袖，拉比称 “以扫打发以实玛利去完成大屠杀  "  

11.27 教皇访问日本被搞成粉丝追爱豆演唱会现场…你们怎么这么熟练啊

11.12 一网打尽！青岛捣毁“全能神”特大犯罪团伙，  38      名邪教骨干落网  

11.15 震怒中央的大案中倒下的副部，获刑      16      年  （成都）

11.4 张家口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守成家产超      1      亿，  5500      多万元来源不明  

11.9 哈尔滨市委副书记艾立明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

12.1 周末打虎，再有部级落马（内蒙）

11.20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云辉等      3      名厅官被决定逮捕  

12.2 重磅国家战略！上海被加冕 影响      2.25      亿人  

11.13 北京确诊两例鼠疫！很多事情必须要和大家说说了……

11.27 非洲陷入“杀婴危机”，贫穷母亲用可乐喂养婴儿，  3      天内婴儿必死  

详情：

天象

中国雄心勃勃打造“地月经济区”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11月 6日报道】题：中国力图“抢占未来发展先机”成太空超级大国

随着经济实力和航天技术能力迅速发展，中国正在考虑在地球以外发展经济，计划在2050

年前建立一个地球和月球经济区。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q4OLWtRR7hKtqY64LEp57Ty0GtikVQi--VuabSQyCV8U__?spss=np&aman=0518765C230H9638668
http://m.powerpigs.net/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7&id=17544
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34900.html
https://www.toutiao.com/i6756536996094542350
https://open.toutiao.com/a6763881731289252366/?utm_campaign=open&item_id=6763881731289252366&crypt=5106&utm_medium=webview&vivo_news_comment_data=%7B%7D&vivo_news_comment_data_checksum=99914b932bd37a50b983c5e7c90ae93b&label=vivo_llq_channel&req_id=20191127
https://mp.weixin.qq.com/s/Tf4cleZ3pmJKCPSiYkzVFw
https://www.toutiao.com/a675953844614804327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87063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610171001001006821122C89393&group_id=675953844614804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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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a676129680483627879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24757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01859360100140400832E15404E&group_id=6761296804836278791
https://www.toutiao.com/a676530431123364301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519740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20118500801001404115005013024&group_id=676530431123364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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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暗物质？“熊猫”不甘示弱——

从熊猫一期到熊猫二期，再到熊猫四吨计划，PandaX 利用独特的实验思路和世界领先

的技术，在锦屏山下守候着暗物质的到来。从 2016 年开始，PandaX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成果，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暗物质探测实验之一。

300      年一遇，错过等      48      年！  22      日晚现“四猪喜迎小雪”天文历法现象  

广州市五羊天象馆：本月22日，将出现罕见的天文历法现象——“四猪喜迎小雪”。“四

猪”是猪年、猪月、猪日、猪时。“小雪”，24节气之一；当太阳运行到黄经 240度时是

“小雪”节气的开始，今年“小雪”时间出现在 11月 22日 22时 59分。这一天文历法现

象，上一次发生在1719年 11月 23日（小雪），整整 300年才出现一次。

https://www.toutiao.com/a67613577545494041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2998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109313701001005402813C9A857&group_id=6761357754549404167
https://mp.weixin.qq.com/s/6JWLnzzIPjxtEJORusn2xg


流星？日本和美国的天空分别有巨大“火球”划过

中新网 11月 13日电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11日晚，在美国伊利诺州等八个州的民众，

都亲眼目睹了一颗巨大的流星滑落，照亮了整个天空。当地时间 12日晚间，日本中部的长

野县和西南部的冲绳县也观测到类似现象。

年底奇观｜  19      个必看天象！双子座流星雨不容错过  

12月整月，均可观测的2I/鲍里索夫星际彗星

12月 2日，凤凰座流星雨最大值

12月 6日，仙后座φ流星雨的高峰

12月 7日，船尾座-船帆座流星雨的高峰期

12月 9日，麒麟座流星群的高峰期

12月 12日，长蛇座σ流星雨高峰期以及观赏大麦哲伦星云最佳时机

12月 14日，是双子座流星雨的高峰期

12月 15日，NGC1981是月球和 M44的最佳位置和接近点

12月 16日，Comae Berenicid流星雨的高峰期

12月 20日，12月狮子座流星雨的高峰期

12月 21-22日，接近月球和火星，在夜间观察这颗红色星球的好机会。

12月 23日，小熊座流星雨达最大值

12 月 25日，日环食，全食路径将穿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印度、斯里兰卡、印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004330388142979698%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
https://www.toutiao.com/a675896103455319706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73290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42001440100140400860B1FD322&group_id=6758961034553197069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部分地区。

12月 28日，NGC2232是接近月亮金星处于（观测）有利位置

12月 29日，NGC 2244处于有利位置

流星暴雨本周上演：  400      颗麒麟流星雨将横穿加拿大！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2 日的凌晨，每小时将有 400 颗流星雨——麒麟座流星雨（alpha

Monocerotid），穿过整个加东地区。时间大约在：

11月 22日凌晨 1：00am至 1：40am （大西洋标准时间）

12:30am至 1:10am（美东时间）

从 11月 21日 11:30pm开始到11月 22日的12:10am，也将有机会看到。

黑色圆点入侵太阳界限，地球的另一边昨晚发生了什么？

发生在 2019 年 11 月 11 日的水星凌日，和以往的水星凌日或金星凌日一样，吸引了全

球的目光。只是这次凌日现象主要出现在西半球。当水星从太阳表面默默飞过去的时候，

东半球可能无暇顾及这一平均 10 年才出现一次的罕见天文现象。

https://mp.weixin.qq.com/s/LyaSjXrjur6HwFAFAt_n5g
https://mp.weixin.qq.com/s/G1h95PphOPxyN-qxOODi8Q


恐怖太空怪兽即将出现？  40000      颗星链网的      60      颗卫星将在明天升空  

一个恐怖的太空独角兽公司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出现——宇宙狂人马斯克的 SpaceX公司将在

周一再次发射 60颗星链网（Starlink）卫星上天，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卫星营运商，并很快

成为最大的营运商，将其它公司和机构，甚至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星际飞船      1      号在顶部炸飞      150      米后黯然谢幕 马斯克继续脚踏失败前行  

北京时间 11月 21日凌晨，SpaceX（太空叉）又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不过这一事

件并不值得喜悦，因为这是首艘星际飞船在燃料箱压力测试过程中就出现重大意外，飞船

顶部的燃料箱盖在加注燃料时直接炸飞了 150米，整个星际飞船 1号出现了严重变形，现

场弥漫了大量的气态燃料，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失败。马斯克很快在社交媒体回应了这一

事件，并表示星际飞船 1号将到此为止，不会再修复也不会再飞行，工作人员将全部精力

转向星际飞船3号中去。

50000      度！太阳系边缘现神秘高温火墙，旅行者      2      号是如何飞出去的？  

https://www.toutiao.com/a676247394768337357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5301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4075017010014048133161C38BC&group_id=6762473947683373576
https://www.toutiao.com/a676176567587151924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40356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2141920010014047019010293B4&group_id=6761765675871519243
https://c.m.163.com/news/a/ETKKIO1E051198AK.html?spss=newsapp


最近，发表在《自然天文学》上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宇航局（NASA）42年前发射的旅行

者 2号探测器，发现太阳系的边缘存在一堵温度高达 30000到 50000度的神秘“火墙”，

保护着我们的地球，免受来自星际空间的伤害。

地球上空出现诡异现象，巨大锥形波犁过云层，暂无专家的科学解释

在美国宇航局（NASA）网站公开发布的照片中，网友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在铺满地球

表面的巨大云层上，出现了一道锥形的巨大波浪，就像一艘宇宙飞船从上面飞过，劈波斩

浪。

这些照片是本月初空间站宇航员在大西洋靠近南极的上空拍摄的，看起来像是某种飞行器

制造的高速波浪，甚至像是突破音障的弓形波，引发了网友的疯狂猜测。

外星

混种人+AI+AT

2019      年双十一总成交额是多少 双十一总成交额创新高“新”动向曝光  

11月 12日，天猫双十一狂欢节当日交易额截止 24:00交易额为2684亿元，去年双十一的

交易额为 2135.5亿元，2017年为1682亿。另外，2019年“11.11京东全球好物节”累计

下单金额超 2044亿元。以这两家披露具体数据的电商龙头数据来看看，2019 年“双十

http://m.hxnews.com/news/itkj/kjqy/201911/12/jrtt_1827528.s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58244902187827720
https://www.toutiao.com/a676389192211837799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92077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81359300100140470690F1E4732&group_id=6763891922118377998


一”购物节总成交额可谓再创新高。

“  数字货币”再次提速！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合作不断  

11月 6日，香港金管局宣布，将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下属机构展开区块链方

面的合作。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旗下附属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下

属机构，今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进行概念验证试验，旨在把“贸易联动”与中国人

民银行贸易金融平台对接。此外，11月 4日晚间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

华为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央行清算总中心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外刊   |   美国掀狂热“科技抵制潮”，政府如何对待科技巨头？  

美国各州掀起了狂热的“科技抵制潮”，试图减弱大型科技公司对人们生活多个方面的强

大影响力。近日，美国 40个州的总检察长宣布支持纽约总检察长牵头对 Facebook进行反

垄断调查。德克萨斯总检察长也在对谷歌进行类似的调查。很显然，这两位政客的目的是

获取政治筹码，毕竟州一级对这些公司的诉讼不太可能成功。

https://www.toutiao.com/i6756536996094542350
https://www.toutiao.com/a675814244007228263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54555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21559140100080431062003034B&group_id=6758142440072282637


加拿大公司推出“量子隐身”盾牌，神似哈利波特隐形斗篷

IT之家 11月 9日消息 近日，加拿大 Hyperstealth公司开发的“量子隐形”盾牌登上了热

搜。这款盾牌通过折射盾牌后面的光线，实现隐身效果，报道还称研发项目已得到美国军

方资金支持。

英国身患绝症的科学家成功将自己转变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电子人”

据英国《镜报》报道，61岁的 Peter Scott Morgan在2017年被诊断出运动神经元疾病后，

拒绝接受命运，决定突破科学极限，将自己变成完全电子人。

次世代搜索引擎，百度谷歌的挑战者出现了

出现了一个新的搜索引擎，叫【Magi】。其名字源于日本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超

https://www.toutiao.com/a675890804664408526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81905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51957310100120351980E089043&group_id=675890804664408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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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电脑 Magi。

迪士尼重磅      VR      影片《神话：冰雪奇缘》来袭  

11月 8日消息，迪士尼在 VR方面的布局可谓是有条不紊，先是最初的《星球大战》、《无

敌破坏王》等 VR游戏类项目，在 VR影视内容方面还有《Cycles》、《A Kite's Tale》。

随着迪士尼《冰雪奇缘 2》举行首映礼，该作相关的 VR影片《神话：冰雪奇缘》（Myth：

A Frozen Tale）将同步上映。

美国脑控技术世界领先，脑控网络正在形成

目前，美国人的精神控制（脑控）技术远远超出我们所知。由于某些告密者和研究人员的

透露，我们知道了真正可怕的事实。

全世界的阴谋都是关于控制，控制你的思想是它的终极目标之一。这可不只是控制信息的

流向（例如内容审查和洗脑式宣传）。而是真正地控制你的想法和感觉，在潜意识里把想

法和梦想都灌输给你的思想（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它正在发生），甚至抹去你的记忆，

或者植入错误的记忆。

目前的精神控制技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武器，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更

加了解它，警惕它。

https://www.toutiao.com/a67568653615193134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2883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0916331701001404702700A9F09E&group_id=675686536151931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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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居火星，科学家计划将水熊虫      DNA      植入人类细胞  

近日，美国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遗传学家——克里斯·梅森（Chris Mason），提

出人类探索火星的新思路，将水熊虫的 DNA和人类细胞结合起来，以使得人类更好地适

应火星环境。因为这种微小的动物能在最极端的条件下生存，甚至在真空的太空中也能

存活！

医学新突破！可使人类  "  宛如重生  "  的生物墨水来了  

数十年来，创造出一种持久，外观自然的皮肤替代品，以覆盖烧伤或其他伤口，一直是生

物学家研究的重点。现在，由于采用了 3D打印具有血管的皮肤的新技术，这意味着该项技

术朝着创造更接近人体自然皮肤移植物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由伦斯勒理工学院和耶鲁大

学进行的研究，使用了人类活的皮肤细胞，将其转变为液体"生物墨水"。该生物墨水用于

打印人造皮肤，然后生长自己的血管系统。

https://www.toutiao.com/a676096702093146574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39538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212030001001404702002FF242A&group_id=6760967020931465742
https://mp.weixin.qq.com/s/XSYOV77vz_Q-sZfrP8Gx1g


最新量子通信芯片问世，缩小了      1000      倍可用于手机通信安全  

近日消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 新加坡）在最新一期《自然·光子学》杂志上撰文

称，他们开发出一种量子通信芯片，尽管其“块头”仅为现有装置的千分之一，但能提供

同样出众的量子安全技术，可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紧凑型设备内，提升

其通信安全性。

最新量子通信芯片问世，缩小了      1000      倍可用于手机通信安全  

日前，谷歌发表言论，声称量子计算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目前需要 200秒，同样情况超级

计算机则需要 10000年。此言论一出，同为量子计算领域大佬的 IBM就不乐意了，强烈谴

责谷歌公布数据的错误性以及误导性，并隔空喊话谷歌的说法是没经过实践的胡编乱造，

现代超级计算机根本不需要 10000年这么长的时间。

1      天      1000      年，这不是科幻，中国电建将让它变成现实  

11 月 18日，由中国电建华东院承担设计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重力离心模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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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装置（CHIEF），正式开工建设。它是全球容量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超重力多学科

开放共享实验平台，填补我国超大容量超重力机的空白。为全世界超重力研究提供实验支

持，将产生巨大的科学和经济效益。

这台电子加速器产生世界上最亮的光

爱沙尼亚和芬兰的科学家，在瑞典著名的 MAX IV x 射线实验室的新设施中，发表了第一

项研究。在他们的新论文中，他们分享了离子液体的测试结果ーー认为离子液体中含有类

固醇ーー这是由 MAX IV 的世界上最明亮的同步加速器光束所实现的。极亮的光线是最前

沿的，接近光速，缩短了实验时间，增加了数据和测量的保真度。

诺奖级重大突破？匈牙利科学家称发现可破解暗物质的“第五种力”

据英美媒体 11月 23日报道，匈牙利科学家声称，已在实验中发现自然界的“第五种力”。

该项研究成果将增进人类对于宇宙运行机制的理解，尤其是解答“暗物质”为何的谜团。

有科学家评论称，如果该实验可复制，则无疑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https://www.toutiao.com/a676268488363555278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9550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419382201001404813633A9C6A7&group_id=6762684883635552782
https://www.toutiao.com/a67621326505356825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0388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3181127010014047042193005FF&group_id=6762132650535682567


全球迎来      5G      时代，它和施洗约翰预言的 “火的洗礼” 有关吗？  

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正临到我们，我们都将遭受一场“全球性的启动”。不是气候变化，比

它更糟。我们的物种正在接受一种外星的"灵魂"/"智慧"之火的考验！这场火的考验，来自

超越人类的 A.I.精灵（或兽）以及它的命脉——5G。

国内首创！高校成立“中国科幻研究院”

11月 24日下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中国科幻研究院”在川大宣布成立。这也是目前国

内首家科幻研究院。

https://www.toutiao.com/a676306504226386791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68320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52000060100140470670729E2D4&group_id=6763065042263867912
https://mp.weixin.qq.com/s/VzFapEQocYbeEMsbDAtwqg


战火烧到外层空间！美俄同一天公布新武器，人工智能将成主角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1 月 22 日报道，美国空军采购主管阿诺德·邦奇表示，由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负责研制的两款高超音速武器，代号分别为“钢锯（ HCSW）”和“箭

（ARRW）”，将于 2022 年具备初步作战能力，其中，代号为“箭”的高超音速武器已于

2019年 6月完成首次测试。

同一天，今日俄罗斯（RT）媒体发布报道称，为了应对未来挑战，俄罗斯军工联合体计划

将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机和激光器列入重点发展项目，并在未来先进装备上积极使用 AI人

工智能技术。

随着美俄在未来武器上展开竞赛，全球战略格局或将面临新的挑战。

https://www.toutiao.com/a67623932411206702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0441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31820160100100530271E5276A5&group_id=6762393241120670211


空中的士首飞！广州打造全球首个空中交通试点城市

11 月 30日，全球领先的自动驾驶飞行器科技企业——亿航智能，与广州合利创兴置业有

限公司（简称“合利创兴”）宣布，双方达成战略合作，以坐落于广州珠江新城的合利⋅
天德广场为合作起点的示范项目，完成了广州城市空中的士空中首秀。

考古

又一个世界级景点永久关闭！失去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  ......  

澳大利亚著名的乌鲁鲁巨石，也叫做艾尔斯岩，其实是一块高 348米，长3000米，基围周

长约9.4公里的巨大石头，是一块单体岩石。10月 26日下午四点，乌鲁鲁护林员便关闭了

攀登入口。

在该地区的原住民阿南古人的眼中，是他们的祖先缔造了这片土地与这块不朽的巨石，而

他们就是维护这片土地的后继者。加上乌鲁鲁刚好位于澳洲的中心，阿南古人便认为这块

巨石是澳洲的灵魂与心脏，是一块不容侵犯的圣石。除了举行成年仪式或祭祀活动，他们

不希望人们随意攀登。

新闻：古迦南偶像  "  摩洛  "  在罗马展出，梵蒂冈教皇竟然是这种反应…  

在意大利罗马斗兽场的入口处，作为世俗历史展览的一部分，一尊古迦南异教的偶

像——需要人们将儿童牺为祭的“摩洛”（Moloch）被展示了出来。紧随着一段教

皇弗朗西斯称颂帕查玛（Pachama）女神雕像的视频出现一个多星期后，这座摩洛雕

像便展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https://mp.weixin.qq.com/s/78aoLFZ5DwYJD87fj9nAOg
https://3w.huanqiu.com/a/141384/9CaKrnKo5dS?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65257288191050253
https://mp.weixin.qq.com/s/Iv5UHp352l3F3xHhElKwVQ


日团队发现      143      条纳斯卡线 形似人类和双头蛇  

近日，日本山形大学网站发布消息称，该校研究人员在神秘的秘鲁纳斯卡线(Nazca Lines)

附近，又发现 143条纳斯卡线，所构成的图案包括人形地画，以及鸟、骆驼、双头蛇和其

他动物形状的地画。

地球异动（地磁地陷、全球变暖、洋海+水源灾难、地底海底）

极端天气（冰雹、极寒极热、山火野火、暴风、暴雨/泥石流）

卡城你还好吗？  15      厘米大雪还没停，已有      100      多起交通事故，多个航班延误或取消！  

上周以来，卡尔加里的气温就在不断回升，甚至一度达到了零上十度左右。

今天，加拿大气象局也是证实了大家的担忧，非常遗憾，卡城的冬天已经是正在进行时了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警告，周二卡城将有 10到 15厘米的降雪，同时低温也将跌至零度以

下。周二早上，卡尔加里的恶劣天气导致 100多起交通事故，公交被迫绕行，航班延误或

取消。

https://mp.weixin.qq.com/s/43R-TRlqqaEWq13EU44mMw
https://www.toutiao.com/a676054082734207846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15973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91835310100140470412208F995&group_id=6760540827342078468


洪水、大雪、暴雨、寒潮……欧洲      11      月的天气就是这么任性  

前段时间，水城威尼斯连遭洪水袭击。目前，暴风雨、大雪、洪水…各种恶劣天气笼罩意

大利，各地已拉响多个红色灾害警报。同时，恶劣的气候还影响到法国，11月的温度竟然

已低过1月平均气温，当地气象局认为这“完全不正常”。

堪比灾难片！印度首都雾霾爆表至      999  ，待一天  =  抽烟      33      根  

印度首都新德里及其周边，近日遭遇严重空气污染，印度空气质量预测及研究系统的数据

显示，11月 3日，新德里的 PM2.5空气质量指数（AQI）“爆表”：多个地区达到 999的量

程最大值。根据换算，相当于每人每天吸 33.2根香烟。

紧急突发！悉尼全城戒备，进入最高紧急状态！大火彻底失控，事态严重升级！历史上最

可怕的一幕诞生了  ...  

新州山火已经彻底失控。悉尼周边已被大火吞噬，风暴性大火明天或抵达悉尼市区。悉尼

历史上首次发布，最高级别火灾预警。

https://www.toutiao.com/a675543553442578483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292295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0511023001001404703423F18F74&group_id=6755435534425784839
https://mp.weixin.qq.com/s/rReIeXFJ_JSTnDhgoIW7pw
https://mp.weixin.qq.com/s/rReIeXFJ_JSTnDhgoIW7pw
https://toutiao.xinmin.cn/mobile/news/content/31613404?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61268558660895246


澳洲气象局发布一张天气预测图，资深预报员直言：“太可怕了”

全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将会遭遇高于往年平均水平的温度！据报道，这种情况将会

从 12月起，一直持续到明年二月！也就是说，从下个月起，澳洲的小伙伴们将要迎来整整

三个月的超高温炙烤。在澳洲气象局里工作了 20年的 Livio Remano表示，他这辈子都从

未见过如此极端的天气。

大水漫了威尼斯 市长：都怪气候变化

【欧洲时报】连日暴雨导致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首府威尼斯城内的水位高涨，城内多

条主要街道和圣马可广场的街面被淹没。据中新社报道，威尼斯市市长路易吉·布鲁尼亚

罗表示，持续暴雨已经对威尼斯构成严重损害，情况非常危急。

https://www.toutiao.com/a675900321772548967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73307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42004310100140481440A315D79&group_id=6759003217725489672
https://www.toutiao.com/a675944284868208283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81858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51949410100120651632604965C&group_id=6759442848682082830


英国遭遇史上最恶劣天气引发特大洪水 数百家庭遇难诺丁汉被淹

英国发生的特大洪水，是在寒冷的冬季，又是大雪，又是暴雨。根据《英国镜报》11月 14

日消息，截止昨夜凌晨，已经有超过800个家庭遇难。

火山、大地震

日本西南部萨摩约岛火山爆发 烟灰冲至      3000      英尺高  

欧联网 11月 3日电，当地时间 11月 2日，日本西南部萨摩约岛(Satsumaio Island)火山

开始喷发，火山喷出的火山烟灰超过了3000英尺高。

日本樱岛火山剧烈喷发 火山灰喷射高度达      5500      米  

当地时间 2019 年 11月 8日，日本著名的樱岛火山再次出现剧烈喷发。据鹿儿岛气象部门

表示，此次火山灰喷射高度达 5500米，是当地自 195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目前尚未收到

人员伤亡消息。

https://m2.people.cn/r/MV8wXzEzMzc5Mjc3XzM3XzE1NzMyNjY3MzU=?source=da&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57129659273445901
https://www.toutiao.com/a675507107827340135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283680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04110642010010058161276F543F&group_id=6755071078273401358
https://www.toutiao.com/a675936491611881524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8183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51946360100140481410305587D&group_id=6759364916118815243


外媒：法国发生      5.4      级地震 专家称在当地相当罕见  

11月 12日讯 法国东南部，今天近午时分，发生一起芮氏规模 5.4的地震。这个地区罕有

超过规模 5的地震。已知有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广西百色发生      5.2      级地震已致      1      人死亡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 2019年 11月 25日 9时 18分，在百色市靖西市，发生5.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月 25日 11时 56 分，在崇左市大新县，发生3.2级地震震

源深度6千米

相隔      1      天，全球又发生一次      6      级强震，本月第      9      个了，地球又在活跃？  

根据中国地震监测网科学数据显示，在北京时间 11月 23日 20时 11分左右，位于印尼西

巴布亚省附近海域，又发生了一次 6级强震，暂时未看到海啸预警发布，美国地质调查局

标注为6.1级。

根据地震统计数据来看，这是 11月相隔 1天之后，又一个 6级（包括 6级）以上的强震。

全球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只是等级大小不一样。

https://www.toutiao.com/a676249377641070644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57195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413055401001404008805311BAA&group_id=6762493776410706440
https://mp.weixin.qq.com/s/wV1KBtcPTvYeWfXwC0YhXQ
https://www.toutiao.com/a675825734766506854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54430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215382401001402613008025898&group_id=6758257347665068548


时政异闻（金融、异兽、天灾、政治等其他）

血崩！刚刚，一个      1000      亿的庞氏骗局崩塌了！  

过去一天，下跌 3.5%！过去25天，血崩 25%！

这是什么资产？——比特币！

美国各地出现“狗人”，人身狗脸叫声像狼，已杀死不少宠物牲畜

据英国《每日星报》1日报道，美国近日爆发传言，说各地都出现了一种“半人半狗”的

神秘生物，这种生物像人一样用两条腿站立，但长了一张狗脸，还能发出狼的嚎叫声。

昆明苗族村惊现“人脸鱼”，外国网友：这才是真正的“海王”

环球网报道 近日，一位中国游客，在昆明苗族村发现了一条怪鱼：鱼头长得酷似人脸，甚

至能看出“五官”。

https://3w.huanqiu.com/a/c36dc8/9CaKrnKnJ4L?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57978622297899527
https://c.m.163.com/news/a/ET1CEBRC05483VOY.html?spss=newsapp
https://mp.weixin.qq.com/s/m5M8HwqaWly6KFU-hGctEQ


专家预测非洲猪瘟将致全球四分之一的猪死亡，全球专家都在努力研制疫苗

2018年，中国爆发非洲猪瘟疫情，随后蔓延至韩国、菲律宾和越南。在一年的时间里，中

国生猪死亡数量多达 1亿头。近几年东欧也曾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包括俄罗斯，至今仍在

持续。 在西欧，2018年，比利时丛林中的野猪身上发现了非洲猪瘟。

英文阅读      34——Hoglets 'too light to hibernate  

英国刺猬的数量，从本世纪以来已经减少了 50%。而因着今年过多雨量，导致大量头生刺

猬被淹死。然而，为了替代头生刺猬而生下来的小刺猬，又因发育时间不够而无法撑过冬

眠。

轰炸叙利亚首都！以色列这次来真的，一枚导弹直射武装指挥官住所

2019年 11月 15日，以色列方面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这两天以来，对加沙、叙利

亚、黎巴嫩等地区展开的定点清除的成绩单。从 11月 12日凌晨两点以来，以色列国防军

瞄准了向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的加沙武装分子，截止 15号已经打死了20人，大部分来自

都是哈马斯武装组织下属成员，有9人是战地司令级别。

https://www.toutiao.com/a675953844614804327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87063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610171001001006821122C89393&group_id=6759538446148043277
http://m.powerpigs.net/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7&id=17544


一网打尽！青岛捣毁“全能神”特大犯罪团伙，  38      名邪教骨干落网  

11 月 12日，青岛市公安局宣布，秋冬严打整治攻势以来，全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一批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11月 1日，青岛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平度市公安局出动警力

260多名，一举打掉一个“全能神”特大犯罪团伙，捣毁 24个邪教窝点，抓获“全能神”

邪教骨干人员 38名。

简译新闻：教皇呼吁全球领导人签署全球条约

最近，教皇发布了一个视频，公开号召全球领导人联合签署全球条约，来教育下一代。

教皇计划在 2020 年 5月 14日举办这场会议。

教皇会见穆斯林领袖，拉比称 “以扫打发以实玛利去完成大屠杀  "  

https://mp.weixin.qq.com/s/psEk4-vNhHeY_-VgOForFg
https://mp.weixin.qq.com/s/Dogo5Es_NchpcTBaaV89zQ
https://ql1d.com/newsjin/show/source/rss/type/1/id/10990205.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58232640421102094


教皇弗朗西斯，星期五在梵蒂冈接见了埃及阿扎尔的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耶布

（Ahmed Al-Tayeb）。这次会议旨落实《促进人类世界和平共处文件》，这是教皇

和伊玛目今年 2 月在阿布扎比签署的一份联合声明，旨在促进一种"相互尊重的文化"。

两位宗教领袖之间的协议因其对宗教多样性的立场而受到批评。

教皇访问日本被搞成粉丝追爱豆演唱会现场…你们怎么这么熟练啊

这几天，罗马教皇方济各访问日本的新闻，占据岛国媒体的重要位置。

现年 82岁的方济各，于 11月 23日傍晚抵达羽田机场，于 26日离开日本。这是罗马教皇

时隔约 38年史上第二次访日。几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25日分别与日本首相、天皇

举行会谈，当天还在东京巨蛋举行大规模弥撒，约 5万名来自海内外的天主教信徒坐满了

场馆。

震怒中央的大案中倒下的副部，获刑      16      年  

据成都中院消息，11月 15日上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原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吴浈受贿、滥

用职权案，对被告人吴浈，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以

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对吴浈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q4OLWtRR7hKtqY64LEp57Ty0GtikVQi--VuabSQyCV8U__?spss=np&aman=0518765C230H9638668
https://www.toutiao.com/a676381421218876672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519834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20119054001001404115224084176&group_id=6763814212188766728


张家口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守成家产超      1      亿，  5500      多万元来源不明  

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已于 9月 24日-27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守成涉嫌受贿罪、

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王守成之妻、原张家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宣化大队、车管所所长张昭，受贿罪；原张家口市公安局宣化分局，警务保障室主任

高宏，涉嫌滥用职权罪，该案未当庭宣判。

哈尔滨市委副书记艾立明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

据《黑龙江日报》消息：11月 8日至 9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在哈尔滨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敬先、

艾立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敬先、艾立明开

除党籍的处分。

北京确诊两例鼠疫！很多事情必须要和大家说说了……

对鼠疫一定要有个认识！

鼠疫属于甲类传染病。在中国，甲类传染病是最高层级的传染病。而中国的甲类传染病只

有2个！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霍乱，一个就是这个鼠疫！都是我们以前曾经听到过的“烈性

传染病”！

https://mp.weixin.qq.com/s/Tf4cleZ3pmJKCPSiYkzVFw
https://www.toutiao.com/a675729321513871003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336118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101246220100140470402A02D133&group_id=6757293215138710030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puNc8xsZlEaPXAhdqrrKYsiYzRoYF1qpAbAcjpo-_Guc__?f=app&aman=051r765w230D963X668


非洲陷入“杀婴危机”，贫穷母亲用可乐喂养婴儿，  3      天内婴儿必死  

据《地铁报》11 月 26日报道，非洲正陷入杀婴危机，母亲们用碳酸饮料如可乐或姜汁啤

酒，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喂婴儿，导致他们的器官衰竭而死。

周末打虎，再有部级落马

12月 1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云辉等      3      名厅官被决定逮捕  

新京报快讯：据最高检官方微信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云辉、湖北检察机关

依法对郭唐寅、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宋立等 3名厅官，被决定逮捕。

重磅国家战略！上海被加冕 影响      2.25      亿人  

https://mp.weixin.qq.com/s/cBRGtsnbJ7IpijvZErESWg
https://www.toutiao.com/a676129680483627879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24757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01859360100140400832E15404E&group_id=6761296804836278791
https://www.toutiao.com/a676530431123364301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519740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20118500801001404115005013024&group_id=6765304311233643016
https://open.toutiao.com/a6763881731289252366/?utm_campaign=open&item_id=6763881731289252366&crypt=5106&utm_medium=webview&vivo_news_comment_data=%7B%7D&vivo_news_comment_data_checksum=99914b932bd37a50b983c5e7c90ae93b&label=vivo_llq_channel&req_id=20191127


12 月 1日傍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终

于全文发布。上海，在“长三角”的至尊地位，再次被最高规格的文件所承认。

根据国家的规划：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里，北京、天津被确定为中心；在粤港澳大湾

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被确定为中心，而成渝都市圈是成都、重庆为中心。但在

中国最大的城市群——长三角，只有上海被确定为中心。

白宫再次力挺内塔尼亚胡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或暗藏大交易？

来自叙利亚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战机在 11月 20日凌晨空袭大马士革周边一些地区。以

色列方面则声称，这是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报复，对其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行为进行惩罚。

11月 18日，蓬佩奥正式宣布：美国以后将不再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置定居点违反

国际法。他还强调称：经过仔细研究和法学辩论，以色列建立民用屯垦区本身没有争议，

而宣称兴建居民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没能推动和平进程。况且，美方现在也不认为约旦

河西岸的最终地位就能这么判定。

https://www.toutiao.com/a676141767779051162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7431569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11211354580100140411470F433E1A&group_id=6761417677790511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