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NINGBO DAILY国际新闻 2017年8月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林金康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00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中心电话：87685678、87685669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2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0时36分 印毕4时40分

新华社马德里 8 月 21 日电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内政部门 21 日
确认，巴塞罗那恐袭案的作案司机
为一名 22 岁的摩洛哥男子，目前
此人仍然在逃。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管内政事
务的官员华金·福恩当天告诉媒
体，所有的证据表明，22 岁的摩
洛哥男子阿布雅各布就是 17 日在
巴塞罗那市中心驾车冲撞行人的司
机。

此外，福恩还确认阿布雅各布
是制造此次恐袭的 12 人团伙中最
后一名在逃人员。

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兰布拉斯步
行 街 17 日 发 生 货 车 撞 人 恐 袭 事
件，巴塞罗那以南 100多公里处的
坎布里尔斯镇当晚也发生一起类似
事 件 。 两 起 事 件 共 造 成 14 人 死
亡、100多人受伤。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西班牙警
方本月 20 日说，在阿尔卡纳尔镇
16 日发生爆炸的住宅废墟中清理
出 120个煤气罐，实施巴塞罗那恐
怖袭击的团伙据信在这里制造爆炸
装置，原本计划炸毁著名的圣家族
大教堂。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警察局局长
何塞普·路易斯·特拉佩罗说：

“阿尔卡纳尔的这处住宅就是他们
（恐怖嫌疑人） 准备爆炸装置的地

巴塞罗那恐袭案作案司机身份被确认
120个煤气罐！恐怖团伙“炸弹工厂”曝光

方。他们原计划在巴塞罗那市发动
一起或多起袭击。”

警方还在现场发现获称“撒旦
之 母 ” 的 三 过 氧 化 三 丙 酮

（TATP） 爆炸痕迹。
巴塞罗那市中心兰布拉斯步行

街 17 日发生货车撞人恐袭事件，
以南 100多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
当晚发生一起类似袭击，造成 14
人死亡、120 多人受伤。加泰罗尼
亚警方说，一个有 12 名成员的恐
怖团伙制造了恐袭。

该恐怖团伙的原定目标是巴塞
罗那圣家族大教堂。但 16 日晚，
一起意外的爆炸摧毁了恐怖分子在
阿尔卡纳尔的“炸弹工厂”，他们
因此不得不改变袭击计划。

圣家族大教堂是一座天主教教
堂，由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高
迪设计，是巴塞罗那重要地标。它
始建于 1882 年，计划于 2026 年、
即高迪逝世百年纪念之时完工。建
造之久让这座教堂拥有“永不完工
的大教堂”之称。尽管还未竣工，
圣家族大教堂的一部分建筑已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20 日早些时候，西班牙国王
费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娅参加了
圣家族大教堂为恐袭受害者举行的
哀悼仪式。

8月20日，西班牙警察在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附近执勤。
据西班牙警方说，恐怖团伙原计划制造一起更大规模的恐袭，目的是

炸毁巴塞罗那地标建筑圣家族大教堂。 （新华社发）

巴塞罗那恐袭制造者
原计划袭击圣家族大教堂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王宏彬）
美国白宫本月 20 日发表声明说，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 21 日晚
黄金时段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
迈尔堡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白宫
在声明中说，特朗普将指明美国在
阿富汗和南亚“前行的道路”。

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出访
的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

约旦首都安曼接受采访时说，他对
新战略和整个决策过程“感到满
意”，特朗普政府听取了各方意
见，经过了严谨缜密的考量。但他
同样没有透露新战略内容。

特朗普 18 日在距离华盛顿不
远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召开关于阿
富汗战略的高层会议，列席人员包
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五角大
楼和情报部门官员。会后，特朗普
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做了很多决
定”，其中包括阿富汗新战略。

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约
翰·尼科尔森 21 日在出席阿富汗
特种部队建成仪式上说：“我们和
你 们 在 一 起 ， 并 且 会 继 续 在 一
起。”美联社解读，尼科尔森的话
暗示着美军不会从阿富汗撤军。

此前，特朗普的“军师”、刚
刚离职的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
班农主张美国从这场持续 16 年的

战争泥沼中撤出。这与军方呼吁增
兵的提议相左，让特朗普一时拿不
定主意。原定于 7月中旬出台的阿
富汗战略被一再推迟。值得一提的
是，班农没有参加 18 日的高层会
议。

路透社分析，特朗普很可能听
取军方意见，同意向阿富汗小规模
增兵，增兵人数在 4000 人左右。
五角大楼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赫伯特·麦克马斯此前提议，为巩
固美军在阿富汗的战果，扶持阿富
汗政府对抗塔利班和极端组织，增
兵是必要选项，人数应在 3000 至
5000之间。

“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
汗的驻军一度超过 10 万人。在奥
巴马任内，美国主导的北约驻阿富
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于 2014 年底
结束在阿作战任务，此后主要向阿
安全部队提供培训、技术等支持。

目前驻阿美军约为 8400 人，北约
其他国家在阿富汗驻军约5000人。

尽管特朗普已经放权给马蒂
斯，让后者自行决定驻阿富汗美军
规模。但马蒂斯表示，政策明朗之
前，他不会大规模增兵。

目前阿富汗的安全形势趋紧。
塔利班武装逐渐起势，“基地”组
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死灰
复燃，阿富汗政府完全控制的地盘
只有领土的一半。

路透社报道，除了撤军和增
兵，特朗普还有至少两个选项。其
中一个是小规模减员，从阿富汗撤
走 3000 名美军，留下的主要负责
搜集情报、培训友军、执行空袭和
特别行动。另外一个选项是用私人
安全承包商替代美军继续在阿富汗
的行动。不过知情人士说，这两个
选项并未得到重视，在高层会议上
也没被摆到桌面上讨论。

特朗普要拿阿富汗怎么办？

本月 21 日晚，美国总统
特朗普宣布美国对阿富汗乃至
整个南亚的新战略。多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官员称，不出意外
的话，特朗普将顺从军方意
见，适当扩大在阿富汗的驻军
规模。

新华社首尔 8 月 21 日电
（记者耿学鹏 姚琪琳） 韩美两
国军队 21 日启动代号“乙支自
由卫士”的年度联合军演，信息
显示参演美军人数与 2016 年相
比有所减少。

据韩媒报道，本次军演韩方
将有 5万人参加，而美军参演人
数 为 1.75 万 ， 比 2016 年 减 少
7500 人。此外，韩美双方均未
确认是否有包括航母在内的美军
战略武器参演。

韩国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
为防御性指挥所推演，没有野外
机动训练，演习日期限定在 8月

21 日至 31 日，演习目的是确保韩
国安全，演习计划在数月前就已制
定。

美国防部网站消息说，美防长
马蒂斯 20 日表示，此次参演美军
人数有所减少并非朝鲜半岛局势所
致，而因今年军演重点为作战指挥
和控制。

韩美年度“乙支焦点透镜”联合
军演始自 1975 年，从 2008 年起，军
演更名为“乙支自由卫士”。有报道
称，本次演习将依据韩美“作战计划
5015”，包括在半岛出现紧急情况
下，韩美将先发制人攻击朝鲜核武
及导弹设施等内容。

韩美启动年度联合军演

新华社伊斯兰堡 8月 21日
电（记者季伟） 据巴基斯坦媒体
21 日报道，巴警方当天在旁遮
普省拉金布尔地区成功解救前一
天被绑架的 7名警察，获救警察
均没有受伤。

当地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报
道，这7名警察20日在拉金布尔
地区乘船巡逻时遭一伙犯罪分子
绑架。随后，当地警方封锁事发
附近河段并展开搜救行动。21
日凌晨，警方在一座小岛上发现

并成功解救被绑警察。不过，犯罪
分子已经逃走，警方目前正在全力
追捕。

报道还说，这伙犯罪分子与当
地一个叫“乔突帮”的武装组织有
关联，曾实施抢劫、绑架等犯罪活
动。

“乔突帮”武装组织主要由武
装分子、土匪、绑匪以及街头犯罪
分子组成，受到巴境内其他一些非
法和反政府组织支持，曾一度活跃
在旁遮普省拉金布尔等地。

巴基斯坦警方
成功解救7名被绑警察

新华社华盛顿 8月 20日电
（记者周而捷 陆佳飞） 美国海
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日
本时间 21 日早晨美国海军“约
翰·S·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商船相
撞，事故造成 10名船员失踪、5
人受伤。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声明中
说，日本标准时间 21 日 6 时 24
分，“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与
一艘商船在新加坡东部海域相
撞。初步报告显示，事故造成

“麦凯恩”号左舷侧损毁。事故
发生后，“麦凯恩”号继续依靠
自身动力前往新加坡。

美国海军说，事故造成 10
名船员失踪、5人受伤，搜寻和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新加坡方
面派出的救援力量已在事故发生
海域协助搜救。

今年 6 月 17 日，美国海军
“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与一艘
菲律宾籍货船在日本横须贺港西
南方向 100公里处水域相撞。事

故造成 7名美军人员失踪，包括舰
长在内的 3 人受伤。美国国防部 8
月 17 日 说 ， 美 国 海 军 准 备 处 分

“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撞船并致
7 名美军死亡的所有当事官兵，将
撤销舰长和舰上另外两名高级指挥
官职务。

新华社北京 8月 21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吉隆坡、新加坡分社报
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21 日分别
表示，已派出救援力量参与搜救美
国海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的
失踪船员。

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表示，搜
救行动已经在当地时间8时45分启
动。马来西亚海军司令卡马鲁扎曼
在社交媒体上说，马来西亚海军、
空军和海事执法局的船只和飞机已
经投入搜救。

新加坡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
新加坡方面正在开展搜救行动，目
前空军已派直升机将美国军舰上受
伤人员转移到新加坡接受治疗，港
务局派出 3艘拖船、海军和警察海
岸卫队派出4艘舰艇提供救援。

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
新加坡海域撞上商船
致10人失踪

这是8月21日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附近拍摄的发生碰撞事故的美
国海军“约翰·S·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巴黎8月21日电（记者
韩冰）据法国新闻电视台 BFMTV
报道，一辆汽车 21日上午在法国南
部城市马赛冲撞两个公交车站，导
致1名妇女死亡，1人受重伤。

报道说，一名 35岁的涉嫌肇事

男子已被警方抓捕。马赛警方在推特
账号上发布消息说，警方正在采取措
施，要求行人避开马赛的老港一带。目
前，法国官方尚未给这一事件定性。

▲8月21日，警方在被汽车冲撞
的公交车站调查。 （新华社发）

法国马赛一汽车冲撞公交车站
致1死1伤

据新华社新德里 8月 21日
电 印度比哈尔邦灾害管理部门
官员 21 日说，截至 20 日，该邦
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 253
人，有1300多万人受灾。

据介绍，强降雨使恒河、默哈
嫩达河、根德格河等5条主要河流
多处决堤，洪水淹没大片地区，致
使70多万公顷庄稼受损，2万多个
棚屋被冲走。该邦有20个县受灾，

灾情最严重的是阿拉里亚、格蒂哈
尔、西坚巴兰和锡达默里4个县。

目前，政府部门在受灾地区设
立了 1385个赈灾救援中心，安置灾
民 42.1 万人，同时在各地设置 2569
个食品供应点，日均向 50多万灾民
发放食品。据报道，目前只有72万灾
民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在西坚巴兰
县等地仍有几十万人被洪水围困，
只能依靠政府派飞机空投食品。

印度比哈尔邦洪灾
死亡人数升至25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