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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边境强震：上百人亡 伤情重
据新华社 11 月 13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伊拉克北部靠近伊朗的边境地
区 12 日晚发生 7.2 级强震。据报道，目前地
震已造成伊拉克和伊朗两国上百人死亡，伤
情严重。地震发生后，土耳其向伊拉克派出
医疗队并组织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伊
拉克苏莱曼尼亚省哈莱卜杰西南 32 公里处当
地时间 12 日晚 9 时 18 分（北京时间 13 日 2 时
18 分）发生 7.2 级地震，
震源深度 33.9 公里。
伊朗西部边境地区震感强烈。据半官
方的伊朗劳动新闻社报道，伊朗至少有 14
个省份受到地震波及。当地媒体援引伊朗
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地震已在该国造成
129 人死亡，另有上千人受伤。
地震造成伊朗边境多个城镇和村庄受
损严重。救援部队已前往受损最严重的地
区，但地震在当地引发的电力供应中断情
况对救援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在伊拉克，当地官员说，截至目前，苏
莱曼尼亚省已有 6 人在地震中死亡。伊拉
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危机联合协调中心在
推特上发布消息说，地震已造成 500 余人受
伤。苏莱曼尼亚当地医院迫切需要医疗人
员、医疗设备和药品，以救治受伤民众。
另据伊拉克内政部消息，首都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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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届东盟峰会
昨在菲律宾开幕

11 月 12 日，在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市，在地震中受伤的民众在医院接受治疗 新华社发
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情况，仅有一些房屋在
地震中受损。
地震发生时，土耳其部分地区也有震
感。
震后，土耳其向伊拉克派出医疗队并
组织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土耳其媒
体报道，土耳其红星月会在伊拉克埃尔比
勒的医疗队正在赶赴灾区。土政府官员表

示，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机构以及红星
月会正在紧急准备药品、毛毯、帐篷等物资
运往伊拉克灾区。
土耳其卫生部长艾哈迈德·德米尔詹
表示，土耳其政府正在与伊拉克北部受灾
地区联系。土方已做好向伊拉克随时提供
援助的准备。
（参与记者：程帅朋、穆东、施春、秦彦洋）

黎巴嫩总理表示将“很快”回国
据新华社 11 月 13 日电 黎巴嫩总理萨
阿德·哈里里 12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将在安保措施完备后“很快”返回黎巴嫩
履行辞职程序。
哈里里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受黎
巴嫩未来电视台采访时作出这一表态。这
也是哈里里自本月４日在沙特宣布辞职以
来首次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
哈里里在采访中否认遭沙特软禁，强
调自己行动自由。但他表示，出于对人身
安全的担忧，他目前正在重新审视安保部

署，在安保措施完备后，他将“很快”返回黎
巴嫩，按照宪法程序正式辞职。
哈里里表示，他宣布辞职是为了黎巴
嫩的利益，是想给黎巴嫩“敲响警钟”，以便
让大家知道黎巴嫩处于“危险境地”。他再
次指责伊朗在其“羽翼”黎巴嫩真主党支持
下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
哈里里说，回国后他将与总统米歇
尔·奥恩进行长谈，重点讨论未得到执行
的“不卷入政策”，即黎巴嫩不卷入地区
冲突。他表示，只有在黎巴嫩完全信守不

卷入地区冲突政策的情况下，他才可能收
回辞呈。
黎巴嫩真主党是什叶派政治和军事组
织。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真主党支持叙利
亚政府，并派出武装人员参与叙政府军与
反对派武装的战斗。真主党总书记哈桑·
纳斯鲁拉指责沙特干涉黎巴嫩内政，逼迫
哈里里辞职。但沙特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４日，正在沙特访问的哈里里突然宣
布辞职。奥恩则表示，在哈里里回国当面
说明情况前，不会决定是否接受其辞职。

迪拜航展四大看点扫描
机体系化装备和无人机系统整体解决方
案吸引众多客户驻足体验。
本次参展无人机系统涵盖谱系全面、
功 能 丰 富 、适 用 范 围 广 泛 ，从 高 空 到 低
空、从战术到战略，全面覆盖军用、警用
各类型无人机。参展的无人机包括“翼
龙”、
“ 云影”、
“ 风云”三个系列，其中“翼
龙”和“云影”无人机将首次以全尺寸模
型馆外静展。
此外，在场馆内的自动化、智能化无
人机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综合演示，通过通
11月12日，
在阿联酋迪拜阿勒马克图姆机场， 信系统示意、模拟方舱系统、飞行交互视
11月12日，
在阿联酋迪拜，
中国空军八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在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
景和场面渲染背景等手段，与馆外无人机
一飞行表演队在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
联动，展现出中国制造高端无人机系统的
研发实力。
第 15 届迪拜国际航空展 12 日在迪拜
设立静态展示园区，观众将有机会近距离
阿勒马克图姆机场拉开帷幕。全球 1200 余
接触 160 多架飞机。这些飞机包括阿联酋
家航空航天业企业和机构齐聚于此，展示
航空公司和阿提哈德航空公司拥有的空
看点四：航空航天主题活动放眼未来
当前行业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和商业交易
客 A380 客机、西奇发动机公司的 Mi2 和
据组织者介绍，本次航展期间安排了
的最新动态。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大型
Mi8－T 直升机、湾流航空公司的 G650ER 一系列航空航天主题会议和论坛。曾参
航空航天展览，
本次迪拜航展有四大看点。 商务机等。其中，波音公司的 787－10 梦
与执行阿波罗 15 号登月任务的美国前宇
想飞机、苏霍伊公司的超级喷气机 100 等
航员阿尔·沃登将发表演讲。海湾飞行训
都是首次来到迪拜。
练论坛在讨论飞行员训练的同时加入后
看点一：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亮相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国防出口公司
勤保障和机组人员训练等新内容。
在为期 5 天的航展上，中国空军八一
将展示 S－400“ 凯旋”防空导弹系统、
“山
此前，阿联酋政府提出“2117 年火星
飞行表演队 6 架歼－10 表演机将表演多
毛榉”防空导弹系统等防空武器。
战略”。根据这份战略规划，阿联酋将于
机编队和单机特技共 19 个配套动作，与
2020 年发射“希望”号宇宙飞船，预计于
俄罗斯“勇士”、阿联酋“骑士”等世界知
2021 年抵达火星。因此，本次航展特别
看点三：中国制造无人机集体亮相
名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
设立未来日，与阿联酋各所大学合作，旨
作为第四次参展的中国航空企业代
在点燃年青一代太空梦想，储备未来专业
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 17 项重点产品
看点二：160 多架飞机静态展示
和研究人才。
参展，展台面积达 200 平方米，其中无人
飞机是航展永恒的主题。本次航展

据新华社 11 月 13 日电 第 31 届东南亚
国家联盟（东盟）峰会 13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
尼拉正式开幕。
东盟峰会后，在马尼拉还将举行多场东
亚 合 作 领 导 人 会 议 ，其 中 包 括 第 20 次 中
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 20 次东盟
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 12 届东
亚峰会。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领导人会议也将在此间举行。
除东盟十国领导人外，出席相关会议的
还有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领导人和
联合国秘书长。10 日至 12 日，东盟峰会及
系列会议的多场高官会和前期准备会议已
在菲律宾举行。
东盟成立于 1967 年，成员国包括印度
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
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东 盟 形 成 了 10 ＋ 1、
10＋3、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和
东亚峰会等机制，成为推进区域合作和一
体化建设的重要平台。

普京：

距达成俄日和约
仍有“许多问题”
据新华社 11 月 13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 11 日说，距离达成俄日和平条约还有“很
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需要花“长时
间”解决。
普京与安倍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安倍在会面
时提及缔结和平条约一事。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因俄方实际控制的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主权争议，两国一直未
能缔结和平条约。
普京在越南与安倍会面时说，虽然两国
关系持续发展、政治对话更加活跃、经济联
系加强，
“但总有一些需要额外关注的问
题”。
普京 11 日在记者会上再次表示：
“ 关于
和平条约，仍有许多问题。”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盟友。路透
社援引普京的话说：
“ 显然，我们不得不关
注在防卫和安全领域日本向其盟友所作承
诺，关注这些承诺将如何影响和平条约谈
判进程。”
就争议岛屿问题，普京说：
“ 一些问题
能够立即解决，但是一些问题可能将花长
时间解决。这不取决于谁执政，无论是安
倍、普京或者其他人。”

荣军纪念日举行活动
英国悼念阵亡的将士

当地时间 11 月 12 日，英国伦敦，英国
举行荣军纪念日活动，悼念在两次世界大
战及其他战争中阵亡的英军将士，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及王室成员、首相特雷莎·
梅等人出席纪念活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