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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阿尔及尔7月24日电（记者黄
灵）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24日宣布，该公司一
架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飞往阿尔及尔
的AH5017航班在起飞50分钟后失联，目前
飞机下落不明。

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在阿尔及尔机场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失联客机上有110名乘
客，6名机组人员。该负责人公布了113人的
国籍，其中没有中国公民，另外3人的国籍还
有待确认。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已经开展紧急行动

应对航班失联。该公司已在瓦加杜古和阿尔
及尔设立办事小组协调相关事宜。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的官员告诉新
华社记者，在获知消息后大使馆立即启动应
急机制，前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航空公司和
机场与相关方面进行联系，确认机上没有中
国公民。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总部位于阿尔及尔，
是该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目前，阿尔及利亚官方对外仍称该机处于
“失联”状态。

阿尔及利亚一客机失联
美国亚利桑那州囚犯约瑟夫·鲁道夫·伍德23

日因杀人罪被执行注射死刑，然而，本该十分钟内
结束的死刑持续近两个小时，引发舆论争议。

辩方律师戴尔·贝驰说，伍德下午1时52分接受
注射，但因行刑“拙劣”，伍德一个多小时后还活着。

伍德气绝前，他的律师向联邦法庭提起紧急上
诉，要求停止死刑执行。上诉书称，伍德“喘气和喷
鼻息一个多小时”，受到残酷和不寻常惩罚。

亚利桑那州检察长汤姆·霍恩办公室证实，伍
德当天下午3时49分死亡，距离行刑开始已经1小
时57分钟。

亚利桑那州州长简·布鲁尔对这起事件表示关
切，命令监狱管理机构管教局全面审查。不过，布
鲁尔说，行刑过程公平、合法。

伍德生前曾向最高法院上诉，称宪法“第一修
正案”赋予他的权力被侵犯，因为州政府拒绝披露
包括药剂供应方信息在内的行刑信息。“第一修正
案”保证美国公民言论自由、向政府请愿等权利。

伍德争辩，他有权获得相关部门行刑方式、行刑
人员资质和药剂供应方等信息。这类诉求已经成为
美国死刑犯新型“求生”策略，但最高法院每次都会予
以驳回，以避免药剂供应方和行刑人员等受到骚扰。

23日早上，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曾延迟对伍德
行刑，以审度伍德最后申诉，一小时后，高院批准执
行死刑。

美国先前发生两起类似“痛苦死刑”。今年1
月，俄亥俄州死刑犯丹尼斯·麦圭尔被执行死刑后，
挣扎26分钟；4月，监狱行刑方法不当令俄克拉何
马州死刑犯克莱顿·洛基特最终死于心脏病。

安晓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本该十分钟内结束的死刑
持续近两个小时

美死刑犯
“痛苦终了”引争议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球与恐怖袭击有关的平
民死亡数量正在大幅上升，最近一年全球超过1.8
万人因恐怖主义行为遇难。近一年来，中国、埃及、
肯尼亚、利比亚等地遭恐怖袭击的风险显著增加。

世界著名风险评估公司梅波克洛夫公司（Ma-
plecroft）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的过
去12个月里，全球有18668人死于恐怖袭击，与过
去五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上升了30%。

过去一年，该机构记录了全球9471起恐怖事
件，平均每天发生26起，与过去五年中平均每年
10468起恐怖袭击事件相比，数量有所下降。但也
显示出过去一年恐怖袭击的手段越来越致命。

梅波克洛夫公司的恐怖主义和安全仪表板
（MTSD），将全球12个国家列为恐怖袭击“极高风
险”地区，其中最危险的是伊拉克，其次为阿富汗、巴
基斯坦、索马里、尼日利亚、也门、叙利亚、菲律宾、黎
巴嫩、利比亚、哥伦比亚和肯尼亚。

伊拉克被该机构评为全球“风险最高”的地区，
记录显示，过去一年，伊拉克的恐怖主义行为是排名
第二的巴基斯坦的三倍，过去一年伊拉克发生了
3158起恐怖袭击，导致5929人死亡，比上一年增加
了2188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一年来全球1.8万人
死于恐怖袭击

这是与失联飞机同型号的
MD-83客机的资料照片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7月24日电（记者
黄灵）阿尔及利亚一位军方人士24日告诉
新华社记者，阿尔及利亚空军与法国空中力
量开展联合行动，对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当
天一架失联客机进行搜救。

这位军方人士说，这架客机在马里北部
加奥地区失去联系。该地区距离阿尔及利亚
边境500多公里。军方人士说，阿尔及利亚
和法国的搜救行动将集中在这个地区的沙漠
地带，同时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经要求马里政
府和尼日尔政府对相关搜救行动提供便利。

另据媒体报道，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
一位管理人员24日说，该公司当天失联的
客机已坠毁。但他未说明坠机地点及坠机
原因。

此外，法国政府负责交通、海洋和渔业
事务的国务秘书屈维利耶24日表示，阿尔
及利亚航空公司失联客机上可能有不少法
国公民，法国民航总局正在核实有关信息。
法国军队总参谋部宣布，驻扎在非洲地区的
法国空军两架幻影2000战斗机正在马里北
部进行搜索，寻找飞机下落。

阿法搜救锁定沙漠地带

2014年2月11日 阿尔及利亚一
架C－130军用运输机在阿尔及利亚东部
地区坠毁，机上搭载77人，超过70人遇难。

2013年3月4日 刚果（金）非洲
航空公司一架载有约 30 名乘客和机
组 人 员 的 福 克 － 50 型 客 机 在 刚 果
（金）东部戈马市机场坠毁，造成大约
50人遇难。

2010年5月12日 利比亚非洲航
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A330客机在首都
的黎波里机场降落时坠毁，103人遇难，
1人生还。

2010年1月25日 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800 型客机
从黎巴嫩贝鲁特机场起飞后不久坠入
地中海，83 名乘客和 7 名机组人员全
部遇难。

2009年6月30日 也门航空公司
一架空客A310－300型客机在科摩罗群岛
附近坠入印度洋，152人遇难，1人生还。

2007年5月5日 肯尼亚航空公
司的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在喀麦
隆滨海省坠毁，机上114人全部遇难，
其中包括5名中国乘客。

2005年12月10日 尼日利亚一
架麦道DC10型客机准备在尼南部油城
哈科特港着陆时坠毁，机上 110 人中
106人死亡，4人生还。

2005年10月22日 尼日利亚一
架波音737型客机从拉各斯起飞后不久
坠毁，机上11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
遇难。

2004年1月3日 埃及一架波音
737 客机在红海海滨旅游城市沙姆沙
伊赫起飞后不久，在附近海域失事，机
上 135 名乘客和 13 名机组人员全部
遇难。

2003年12月25日 一架非洲联
运公司包租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波
音727客机在起飞时因没有达到足够的
飞行高度而坠毁，机上111名乘客和机
组人员遇难，只有22人生还。

2003年7月8日 苏丹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737客机从该国境内起飞后不
久坠毁，105名乘客和11名机组成员丧
生，只有1名儿童生还。

2003年5月8日 刚果（金）一架
伊柳辛－76飞机在从首都金沙萨飞往
卢本巴希途中，飞机机舱打开，造成大约
70名乘客死亡。

2003年3月6日 阿尔及利亚航
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200客机在阿
南部城市塔曼盖塞特坠毁，机上103名
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

2002年7月4日 苏丹航空公司
一架运输飞机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坠
毁，机上23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

2002年5月4日 一架载有79人
的尼日利亚EAS航空公司班机在该国卡
诺市坠毁，造成148人死亡，包括75名
机上人员和73名地面人员。

2000年1月30日 肯尼亚航空公
司一架空中客车A－310型飞机在科特
迪瓦城市阿比让起飞后不久坠入海中，
造成169人遇难。

1996年11月23日 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遭劫持后坠
入科摩罗附近的印度洋海面，机上175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125人死亡。

1996年1月8日 刚果（金）一架
安－32运输机坠入金沙萨市一个露天
市场，造成至少350人死亡。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非洲近二十年
重大空难

布基纳法索官员24日说，当天失联的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客机可能曾经改变航
线，以躲避恶劣天气。

布基纳法索民航部门说，格林尼治时间
1时38分（北京时间9时38分），布基纳法索
方面将联系客机的任务移交邻国尼日尔首都
尼亚美的控制塔。当时距离客机起飞不久。

布基纳法索交通部长让·贝尔坦·欧德
拉戈说，客机随即向尼亚美的控制塔提出
改变航线，以躲避沙暴。

然而，尼亚美控制塔的一名消息人士
说，客机从未与他们联系。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一名消息人士告
诉法新社记者，客机曾被要求改变航线。

“当客机距离阿尔及利亚边界不远时，机组
人员被要求绕道飞行，原因是能见度较差，
以及为避免与一架处在阿尔及尔至巴马科
航线上的客机相撞，”这名消息人士说。

这名消息人士说：“在改变航线后，客
机失去联系。”

法新社报道，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每周

运营4班往返瓦加杜古和阿尔及尔的航班，
航程约4个小时。布基纳法索是一个西非内
陆国家。从地图上看，客机从瓦加杜古起飞，
可能会经过另一个西非内陆国家马里并穿越
阿尔及利亚的大片沙漠，才能抵达位于阿尔
及利亚北部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及尔。

驻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一名外交官说，
客机起飞当晚，当地遭遇了严重的沙暴。

路透社援引阿尔及利亚一名民航部门
官员的话报道，阿尔及利亚方面最后一次
与客机联系是在格林尼治时间1时55分，
客机当时正在马里的加奥地区上空。

马里总理办公室一名官员确认客机在
加奥地区从雷达监控上消失。

马里民航部门负责人伊萨·萨利·马加
说：“相关国家的航空部门已经全部动员，
包括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阿尔及利
亚甚至西班牙。”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阿航消息人士称

客机曾被要求改变航线
改变航线后，客机失联。当晚当地有严重沙暴

这是2011年7月6日在阿尔及利
亚首都阿尔及尔拍摄的阿尔及利亚航
空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萨
拉赫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7月24日，在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人们在火
车与校车相撞事故现场哭泣。

印度警方24日说，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梅达
克地区当日发生一起火车与校车相撞事故，造成至
少12人死亡，包括11名小学生，另有16人重伤。

新华社/路透

时事档案

印度火车与校车相撞
12人死亡，11名为小学生

路透社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阿尔
及利亚民航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架客
机已经坠毁。

“我可以确认它（飞机）已经坠毁，”
这名官员说，但拒绝透露更多信息。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早些时候通过
阿尔及利亚新闻社发布一则声明说：“航
空导航部门失去了与一架24日从瓦加
杜古飞往阿尔及尔的阿尔及利亚航空公
司飞机的联系，（失联）时间是在起飞50
分钟后。”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方面说，已经
启动应急机制搜寻航班。

西班牙私营航空运营商斯威夫特航
空公司在官方网站上说，这家公司一架
由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运营的麦道－
83客机失联。

斯威夫特航空公司说，失联客机上
载有110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于格
林尼治时间24日1时17分（北京时间
24日9时17分）起飞，原定格林尼治时
间5时10分抵达阿尔及尔，但未能按时
降落。

法国乘客最多

西班牙飞行员工会机构的一名发言
人说，客机上6名机组人员全部来自西
班牙。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驻布基纳法索
代表卡拉·特尔基说，根据初步掌握的乘
客名单，失联客机上约有51名法国人、
24名布基纳法索人、8名黎巴嫩人、两名
卢森堡人，以及来自比利时、瑞士、尼日
利亚、喀麦隆、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乘客
各一人。

黎巴嫩官员则说，飞机上至少有10
名黎巴嫩公民。

特尔基称，所有乘客原定在抵达阿
尔及尔后都将中转至其他地区，包括欧
洲、中东地区和加拿大。

法国政府负责交通、海洋和渔业事
务的国务秘书弗雷德里克·屈维利耶说，
失联客机上可能载有多名法国籍乘客。
法国民航部门负责官员已经召开紧急会
议，并设立危机应对小组。

“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是一个阿尔及
利亚航空公司航班，载有许多法国人，”
屈维利耶说。

由于历史原因，布基纳法索和阿尔及
利亚均与法国关系密切。阿尔及利亚曾
是法国殖民地，现在仍通用法语。法国是
布基纳法索的前宗主国，每年提供大量援
助。布基纳法索的官方语言为法语。

尚未发现残骸

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24日说，
失联客机“很可能已经坠毁”。

不过，法比尤斯否认参与搜寻的法
国战机已经发现了客机的残骸。他说，

“尚未找到客机的任何踪迹”。
法比尤斯确认客机上有51名法国

人。按他的说法，如果确认客机坠毁，对
法国而言将是一个“重大悲剧”。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已经召
集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和4名部长级
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机上有
多国乘客
其中有51名法国人

机上共116人 没有中国公民

法国幻影战机出动寻找

美国新闻网站“拦截”23日揭示，根据所获的一
份政府文件，美国政府悄悄扩大恐怖分子监控系统，
授权可在没有“具体事实”或“不可辩驳的证据”情况
下，把美国人或外国人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拦截”网站说，网站获得一份名为《2013年3月
监视名单指南》的文件，共166页，由美国国家反恐
中心发布。

按照“拦截”网站的说法，美国政府实施的新规
则，实际扩大了政府在指定恐怖分子嫌疑人方面的
权力，大大放宽添加黑名单名录的标准。

被列入监控名单的人，如果在禁飞名单内，会被
禁止乘飞机飞行，还会在机场或边境口岸遭受额外
搜查和安检扫描。

“拦截”网站由《卫报》前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
尔德创建。格林沃尔德是最早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
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揭露“棱镜”监视丑闻的记者。

“拦截”网站说，这份文件被交给一名在该网站
供职的记者，但没有提及斯诺登是否为消息提供者。

庄北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政府定恐无标准

■客机起飞
50分钟后失联，目
前下落不明。

■客机当时正
在马里的加奥地区
上空。

■法国外长称
客机很可能已经
坠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