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王红卫 美编：庄和平社会世界新闻B03

■■■■■ ■■■■■ ■■■■■

随着城市蓝图构建的日臻完善，海口提出了
“东进、南优、西扩、北拓、中强的城市发展战略。
作为西拓战略核心的西海岸，规划一带三中心”
即西海岸滨海旅游带，旅游度假中心、海上休闲
运动中心、高尚娱乐中心“，在众多新兴板块当
中，发展得最快，也是最为成熟的热点区域。

近千亿巨资投入，造就新海口新中心。绿地
海长流，坐拥22公里黄金城市海岸线，并有13座
五星级酒店、2大高尔夫球场、省级三甲综合医
院、国际会展中心、4A级景区假日海滩、公办五
源河学校等优质城市资源环绕。伴随着项目相
邻的海口市政府新办公地的全面启用，西海岸已
真正成海口城市新中心。未来的城市客厅，海口

名片，当属于西海岸。

世界500强，提升区域价值
世界500强绿地集团，被誉为世界级城市运

营商，23年来承担着城市发展推动者的角色。响
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绿地聚集大势，整合全
球资源，肩负城市中心发展使命，打造千亿海南
战略、布局25000亩、6盘联动，助力政府全面建
设国际旅游岛。

绿地·海长流，作为绿地海南战略1号作品
——海南新中心的世界级钜作，以百万级体量，
聚汇购物中心、商务办公、海景公寓、公园住宅五
大中心业态，吸引海内外无数置业者慕名而来，

大大提升了区域内人气，激发了区域潜能、提升
了竞争力。

3载销冠，见证冠军品质
在置业火爆的西海岸，海长流连续3年问鼎

销冠，足以证明绿地强大品牌号召力及超凡品
质。绿地·海长流，携四大知名团队、六大精工体
系、绿地首创海生活八大服务体系，打造西海岸
首席品质大盘，与3000多业主共同舒享品质岛
居生活。

5月份结束，捷报再传！绿地海长流3期5月
累计接待到访客户达2231组，在上月售罄的450
套房源基础之上加推的320套新房源，当月落定

成交304套，更以2.1亿骄人业绩，保持片区销冠
傲人之势，在楼市一片看涨的市场之下，引领海口
楼市，给海长流新老业主及市场带来极大的信心！

绿地·海长流，92-143m2精工新品，0公摊、
全城罕见超大空间赠送，超100％得房率；28米
超长超大宽景阳台，通透采光，滨海胜景尽收眼
底；在绿地·海长流，全面升级滨海居住体验。

绿地·海长流，92-143m2【0公摊】精工新
品，载誉加推！

销售热线：0898-6618 9999
项目地址：海口市·西海岸·滨海大道319号
（新国际会展中心南侧长滨四路路口·海长

流营销中心）

世界500强绿地集团 海南战略1号作品

3载销冠绿地海长流 问鼎西海岸新中心
92-143m2【0公摊】精工新品，载誉加推

利比亚政府14日证实，2013年阿尔及利亚
天然气田劫持案的幕后黑手穆赫塔尔·贝勒穆赫
塔尔已在美军13日晚的空袭中丧生。

利比亚政府称，美国战机执行了一项任务，打
死贝勒穆赫塔尔及多名恐怖组织武装人员。

贝勒穆赫塔尔被称作当地最难找到的恐怖分
子头目。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师斯蒂
芬·埃利斯说：“他是撒哈拉地区最知名的恐怖分
子头目之一。”媒体先前曾多次误报他的死讯。

贝勒穆赫塔尔1972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
1991年，他前往阿富汗加入当地“圣战者组织”，
反抗当时在阿富汗的苏军。在阿富汗期间，他失
去了一只眼睛，后来首次接触了“基地”组织。
1993年，贝勒穆赫塔尔回到阿尔及利亚，加入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并成为组织内数一数二
的人物。2012年，贝勒穆赫塔尔创建了“血盟者”
组织，但保持与“基地”组织高层的联系。

贝勒穆赫塔尔最臭名昭著的罪行是阿尔及利
亚天然气田袭击。2013年1月16日，极端组织

“血盟者”劫持阿尔及利亚一座天然气田数百名员
工。阿尔及利亚军方17日着手解救人质，其间约
40名员工丧生，大部分是外籍员工。这一组织当
时宣称劫持是为了终止法国军事干预马里事务。

（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撒哈拉最知名的恐怖分子头目之一

贝勒穆赫塔尔疑毙命

6月15日，韩国首尔市城东区工作人员对该
区公共交通工具进行消毒。

韩国保健福祉部15日通报，韩国新增5例中
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确诊患者增至150人，新
增2例死亡病例。截至15日，14人痊愈出院，16
人死亡。逾5200人被隔离。 新华社发

韩MERS确诊患者
升至150名

死亡16人，逾5200人被隔离

6月15日，第51届巴黎国际航
展在法国巴黎正式开幕。当天，由
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
机，首次在巴黎航展闪亮登场。此
次中巴双方共派出3架“枭龙”参
展，分别进行飞行表演和地面静态
展示。

此前，枭龙战机已多次参加珠
海、迪拜等国际航展，其出色的飞行
性能赢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赞
誉。在巴黎航展的首秀，将使世界
的目光再一次聚焦“枭龙”。

“枭龙”战机，是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和巴基斯坦空军本着“共
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
利益”的原则，联合研制和生产的以
空空作战为主、兼有较强空地作战
能力的，全天候、单发、单座、轻型多
用途第三代战斗机。中方代号
FC-1/“枭龙”，巴方代号 JF-17/
Thunder。

枭龙战机具有突出的中低空
高亚声速机动作战能力，较好的截
击、超声速作战能力，有较大的航
程、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优良的
短距起降特性和较强的武器装载
能力。该机采用了先进的气动外
形，大推力、低油耗的涡扇发动机，
先进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和高
度综合化航空电子及武器系统，具
有多种先进的精确导航、战场态势
感知、目标探测与识别、作战攻击
以及电子战等功能。

全机共有7个外挂点，总外挂
能力大于4000kg，悬挂先进的超
视距发射后不管空空导弹、红外近
距格斗导弹以及多种先进的精确制
导空面武器，具有包括双目标超视
距攻击和较强对空、对地攻击火力，
适合用于执行制空作战和对地打击
双重作战任务。

枭龙战机出色的性能和作战能
力已多次在巴基斯坦国内和国际性
的军事演习中得到验证。巴基斯坦
也通过枭龙项目合作逐步建立起了
飞机的部装、总装、试飞和零部件生
产的能力。自枭龙战机装备巴基斯
坦空军以来，其改进和升级工作一
直都未停止，后续生产的枭龙飞机
将具备空中加油能力，未来还将增
加先进数据链以及电子战能力，挂
载新型制导武器。枭龙双座战斗教
练机的研制也已全面展开。

此次枭龙飞机高调亮相巴黎航
展，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枭龙飞机
的国际形象，吸引更多潜在用户的
关注。中巴双方联合销售团队将共
同开拓国际市场，目前已有多个潜
在用户在洽谈枭龙飞机采购事宜。
相信不远的将来，枭龙飞机将以其
卓越的飞行性能、强大的作战能力
以及高性价比的价格赢得更多第三
方用户的青睐。 （综合）

“枭龙”亮相巴黎
开拓国际市场

新华社巴黎6月15日电（记者张
雪飞 韩冰）第51届巴黎－布尔歇国
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巴黎航展）15日在
巴黎北郊布尔歇国际展览中心正式开
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与巴基斯坦联合
研制的“枭龙”战斗机将首次在巴黎航
展进行飞行表演。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为展览揭幕
并参观了展览。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商飞）、中国长城工

业集团等十余家中国航空航天企业携
各自的最新成果和拳头产品在巴黎航
展亮相。除“枭龙”战斗机外，中国国产
大飞机——中国商飞C919项目也备
受瞩目。长城工业集团则主要推介“长
征”系列火箭及海洋卫星、资源卫星、风
云系列气象卫星等卫星平台。

巴黎航展主办方表示，预计将有
超过120架飞行器在本届展览亮相，
其 中 既 有 常 见 的 空 中 客 车
A350XWB和A380、波音787等明星

客机，又有达索的猎鹰7X、8X，庞巴
迪宇航的 CS300、环球 6000 等公务
机，更有德事隆－艾尔兰公司的“蝎
子”侦察／轻型攻击机、达索的阵风
战斗机、空客的“虎”式直升机、乌克
兰的安－178运输机等军机。

空客集团计划在本届巴黎航展上
展示新一代运输机A400M、全新的阿
丽亚娜6火箭、新颖的H160直升机和
该集团主导研制的E－Fan2.0全电动
飞机全尺寸模型。该飞机曾获得业内

创新大奖，以全部采用电动力、实现温
室气体“零排放”、噪音极大降低著称。

创始于1909年的巴黎航展是世界
上规模最大和最负盛名的国际航空航
天展览会之一，也是各大航空航天企业
展示自身创新实力的橱窗。

本届巴黎航展为期7天，前4天只
面向业内专业人士和媒体，19日至21
日将向大众开放。主办方说，今年共有
来自47个国家超过2200家企业和组
织参展，预计将吸引31.5万名观众。

直击巴黎航展

法国总统奥朗德为展览揭幕

中国“枭龙”闪亮登场

世界第一大航展四大看点
6月15日，世界第一大航空航天展览——巴黎航展在巴黎北部郊区的布尔歇机场拉

开帷幕。本届航展至少有四大看点不容错过。

航展组织方日前表示，本届航
展展出的飞机规模将在 120 架左
右 ，其 中 既 有 常 见 的 空 中 客 车
A350XWB 和 A380、波音 787 等民
航客机明星，又有达索的猎鹰 7X、

8X，庞 巴 迪 宇 航 的 CS300、环 球
6000等活跃于大众视野之外的公务

机大牌，更有德事隆－艾尔兰公司
的“蝎子”侦察／轻型攻击机、达索

的阵风战斗机、空客的“虎”式直升
机等军机。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状
况好转，财务压力减轻的美军将携大量
战斗机参展。

看点1：120架飞机竞展风采

巴黎航展向来是各大公司展现
创新实力的橱窗。以空客为例，本
届航展期间，空客不仅将展示新一
代运输机 A400M、全新的阿丽亚
娜 6 火箭发射器、新颖的 H160 直
升机等产品，还会展出该集团主导

研制的 E－Fan2.0 全电动飞机全尺
寸模型。该飞机曾获得业内创新
大奖，以全部采用电动力、实现温

室气体“零排放”、噪音极大降低著
称，堪称此次航展值得关注的亮点
之一。

此外，达索、霍尼韦尔等多家
航空设备公司也将推出融入语音
识别、虚拟现实、智能驾驶舱等先
进技术和系统的产品，众多的无
人机公司也准备借此次航展吸引
眼球。

看点2：技术新潮集中展示

近年来，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在国际
版图中初露头角。此次巴黎航展期间，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工业）、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商飞）、中国长城工
业集团等多家中国航空航天企业将携多

种产品亮相巴黎，带来众多中国亮点。
中航工业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

龙”战斗机将首次在世界第一大航展进行
飞行表演。中国国产大飞机——中国商

飞的C919项目备受瞩目，不止一位法国
资深航空航天人士向记者表达对C919的
关注。此外，长城工业集团将主要推介中
国的“长征”系列火箭及海洋卫星、资源卫
星、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等卫星平台。

看点3：中国方阵亮点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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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航展不仅是展示科技新
潮的平台、商业竞拼的战场，

也是了解航空航天历
史的大课堂。此

次 航 展 期

间，进入航展的观众可以免费参观坐
落于布尔歇机场的航空航天博物馆。

作为世界最早的航空航天专业博
物馆之一，该馆对世界航空航天发展

史有着详细而精美的介绍，还收藏了
“协和”、“波音747”、超级黄蜂式直升
机等知名飞机供游客参观。

记者韩冰 张雪飞
（据新华社巴黎电）

看点4：航空航天历史大课堂

伊朗安全部门官员13日说，为防泄密，可以
接触到机密信息的伊朗官员将被禁止在工作时
使用智能手机。这似乎是媒体前两日曝光伊朗
核谈判可能遭黑客秘密监控之后的补牢之举。
伊朗民防组织主管吴拉姆－礼萨·贾拉利准将告
诉伊朗学生通讯社，智能手机并不安全，键入或
收到的信息有备份，可以被删除，也可以被黑客
获取。他暗示，黑客可能在一些应用程序甚至手
机中植入木马病毒，窃取机密信息。新规定还有
待最终批准，届时，官员们在从事涉及敏感信息
的工作时必须使用其他电话，但在私人生活中，
只要不涉密，还是可以使用智能手机。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为保密

伊朗拟禁官员用智能手机

据新华社首尔6月15日电（记者张青）据韩
国保健福祉部15日通报，当天韩国新增的5例中
东呼吸综合征（MERS）确诊患者中，又有3例属
于“第四代感染者”。这显示出病毒传播能力超
过预期，韩国防疫形势更加严峻。

截至目前，韩国已确认有5例“第四代感染
者”。此前2例“第四代感染者”也是受到了第76
例患者的感染。

当地媒体批评说，韩国防疫当局此前表示中
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的传播力弱，出现“第四代感
染者”的几率会很低，而接连出现的“第四代感染
者”与这一预期完全相反。

报道还称，疏漏的防控措施下，这些“第四代
感染者”是否会成为新一轮感染源的担忧正在韩
国社会扩散。

韩国接连出现MERS
“第四代感染者”

枭
龙
战
机

⬅空中客车新一
代运输机A400M

⬅达索公司的
猎鹰8X公务机

➡达索公司
的阵风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