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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次登顶新一期全球
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

两伊边境发生7
两伊边境发生
7.2级强震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13 日电 （记者林小
春）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 13 日发
布，中国超算
“神威·太湖之光”
和
“天河二号”连续
第四次分列冠亚军，且中国超算上榜总数又一次
反超美国，夺得第一。
全球超算 500 强榜单每半年发布一次。此次
中国
“神威·太湖之光”
和
“天河二号”
再次领跑，
其浮
点运算速度分别为每秒9.3亿亿次和每秒3.39亿亿
次。美国连续第二次没有超算进入前三名。美国
“泰坦”
继半年前被瑞士
“代恩特峰”
赶超而落到第四
名后，
此次又被日本的
“晓光”
超过，
屈居第五名。
再看上榜总数，中国去年 6 月以 167 台对 165
台的微弱优势首次超过长期独占鳌头的美国；去
年 11 月，两国均有 171 台上榜，并列第一；今年 6
月，美国以 169 台对 159 台反超中国，
再获第一。
但此次中国上榜总数达到历史最高的 202
台，而美国降至 144 台，双方又一次交换位置。

至少造成两国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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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超
伊朗超4000
4000人受伤
人受伤

欧盟：

“脱欧”
谈崩也有招
伊朗西部边境地区震感强烈，目前地震已造成伊拉克和伊朗两国损失惨重。
综合新华社德黑兰 11 月 13 日电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3 日报
道，靠近伊朗西部边境地区的伊拉克
北部 12 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在伊朗
震区造成至少 328 人死亡，加上伊拉
克方面目前统计的 9 名丧生人数，这
场强烈地震已至少造成 337 人死亡。
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伊朗边境
10多个省份震感强烈，
其中最严重的克

黎巴嫩总理表示
将“很快”回国
新华社贝鲁特 11 月 13 日电（记
者李良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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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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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盟要紧急磋商
伊朗“侵犯行为”

尔曼沙阿省有 20 多个村庄损毁严重，
至少328人死亡，
超过4000人受伤。
目前，灾区房屋大面积倒塌、水
电和网络均已中断。伊朗各级政
府 共 派 出 30 多 支 救 援 队 前 往 灾 区
救援。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
息，伊拉克北部哈莱卜杰西南 32 公里
处于北京时间 13 日 2 时 18 分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 33.9 公里。
伊朗克尔曼沙阿省副省长穆杰塔
巴·尼凯尔达尔证实，
当地政府正在搭
建 3 处赈灾营地。
伊朗政府分管赈灾的官员皮尔·
侯赛因·库利万德说，
现阶段难以向一
些偏远地区派遣救援队伍，
因为
“地震
引发的山崩阻断了道路”。此外，
重灾
区萨尔波勒扎哈卜县的一家主要医院

八一飞行表演队与世界知名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
第 15 届迪拜国际航空展 12 日在迪拜阿勒马克图姆机场拉开帷幕。全球 1200 余家航空航天业企业和机构齐聚于此，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等中国企业携无人机、运输机、直升机、战斗机等产品参加展览。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也首次受邀参加飞行
表演。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大型航空航天展览，本次迪拜航展有 5 大看点。

■■■■■

高通计划拒绝博通
千亿美元收购
路透社 13 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芯
片制造商高通公司准备最早本周拒绝同行博通公
司的收购。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本月早
些时候报道，博通公司准备以每股 70 美元价格对
高通发起收购，将以现金和股票混合的方式支
付。博通公司希望借此成为无线行业通信芯片举
足轻重的供应商。
博通 公 司 的 收 购 要 约 规 模 超 过 1030 亿 美
元，预计至少 75％以现金支付。路透社报道，从
董事会会前筹备情况看，高通可能最早 13 日拒
绝这项收购。
此举在业内引发高度关注，如果高通和恩智
浦都并入博通，博通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
商。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驾车冲撞中国学生

法国男子被控谋杀
⬆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在迪拜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

看点 1

飞机是航展永恒的主题。本次
航展设立静态展示园区，观众将有
机会近距离接触 160 多架飞机。这
些飞机包括阿联酋航空公司和阿提
哈德航空公司拥有的空客 A380 客

日。作为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的中国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用优美的
“蓝天
芭蕾”
在异国天空
“高调”
庆祝自己的
节日，
更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风采。

160多架飞机静态展示
到迪拜。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国防出
口公司将展示 S－400“凯旋”防空
导弹系统、
“ 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
等防空武器。

中国制造无人机集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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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 4
据组织者介绍，本次航展期间
安排了一系列航空航天主题会议和
论坛。曾参与执行阿波罗 15 号登
月任务的美国前宇航员阿尔·沃登
将发表演讲。海湾飞行训练论坛在

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亮相

机 、西 奇 发 动 机 公 司 的 Mi2 和
Mi8－T 直升机、湾流航空公司的
G650ER 商务机等。其中，波音公
司的 787－10 梦想飞机、苏霍伊公
司的超级喷气机 100 等都是首次来

看点 3
作为第四次参展的中国航空企
业代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 17 项
重点产品参展，展台面积达 200 平
方米，其中无人机体系化装备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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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士”
等世界知名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
11 月 11 日，八一飞行表演队完
成迪拜航展最后一次检验性飞行，
这
一天也是中国空军成立 68 周年纪念

看点 2

日前，阿拉伯国家联盟开会，
拟将
于 18 日召集成员国外交部长特别会
议，
紧急商讨所谓伊朗
“侵犯行为”
。根
据阿盟的一份备忘录，
沙特阿拉伯发出
这一提议，巴林、阿联酋和吉布提都表
态支持。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魏亮
博士说，
沙特希望通过会议
“凝聚”
阿盟
支持，
对伊朗加压，以解决也门胡塞武
装用导弹袭击沙特的问题，
并借此显现
外交进展，
以疏导当前内政外交压力。
“所谓伊朗支持胡塞武装，一直是
沙特同伊朗交锋的一个核心问题，”魏
亮说，
“由于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立场
不同，
沙特希望会议起码能够达成名义
上的共识，
为其采取行动争取支持。
”
本月 4 日，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
利雅得国际机场发射导弹，被拦截。
沙特指认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导弹，
构成了“针对沙特的战争”，伊朗否认
相关指控。 夏文辉（新华社专特稿）

为伤员献血。
一名伊朗石油部门官员说，石油
管道和炼油厂尚未受地震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伊
朗和伊拉克数座城镇断电，由于余震
不断，两国数以千计居民不得不在户
外躲避。伊朗一家地震观测中心说，
他们统计到 50 次余震，预计还会有更
多余震发生。

中国元素闪耀迪拜航展

在为期 5 天的航展上，中国空军
八一飞行表演队6架歼－10表演机将
表演多机编队和单机特技共 19 个配
套动作，
与俄罗斯
“勇士”
、阿联酋
“骑

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会场。新华社发

已经被严重损毁，被送至那里的数百
名伤员无法接受治疗。
伊朗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礼萨·
拉赫马尼·法兹利证实，
军队正在赶赴
震区参与救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
讯社报道，30 支医疗救援队已经出发
前往震区。
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说，超过 7
万人需要紧急避难。卫生部呼吁民众

新华社/美联。

欧盟负责英国“脱欧”谈判的首席代表米歇
尔·巴尼耶 12 日说，针对正在进行中的“脱欧”谈
判，欧盟正在制订谈判失败后的应急计划。
为期两天的欧盟和英国第六轮“脱欧”谈判
10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落下帷幕，双方
未就“分手费”、公民权利和英国与爱尔兰边界等
核心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欧盟方面向英国下达“最后通牒”，要求英国
在两周时间内就“分手费”问题作出明确回复，否
则无法“解锁”第二阶段谈判。巴尼耶表示，英国
在
“分手费”
问题上作出让步非常关键。一名欧盟
高官透露，欧盟方面要求的“分手费”可能高达
600 亿欧元（约合 700 亿美元）。
英国今年 3 月 29 日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
信函，成为首个寻求退出欧盟的成员国。根据欧
盟法律，双方需要在两年内（2019 年 3 月 29 日之
前）完成“脱欧”谈判。过去 5 个月以来，英国与欧
盟先后进行了五轮
“脱欧”
谈判。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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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通信系统示意、模拟
方舱系统、飞行交互视景和场面渲
染 背 景 等 手 段 ，与 馆 外 无 人 机 联
动，展现出中国制造高端无人机系
统的研发实力。

航空航天主题活动放眼未来

讨论飞行员训练的同时加入后勤保
障和机组人员训练等新内容。
此前，阿联酋政府提出“2117
年火星战略”
。根据这份战略规划，
阿联酋将于 2020 年发射“希望”号

宇宙飞船，预计于 2021 年抵达火
星。因此，本次航展特别设立未来
日，与阿联酋各所大学合作，
旨在点
燃年青一代太空梦想，储备未来专
业和研究人才。

■■■■■

⬆这是中国、巴基斯坦联合
研制的
“枭龙”战斗机。新华社发

看点

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市检察官皮埃尔－伊
夫·库约 12 日证实，两天前蓄意驾车撞向人群的
28 岁法国男子被控谋杀未遂，目前已被暂时拘
留。这起冲撞事件导致 3 名中国学生受伤。
当地时间 10 日下午 3 时 45 分，
犯罪嫌疑人在
布拉尼亚克镇驾车
“猛烈”
冲撞人群，
造成3人受伤，
后经证实 3 人皆为中国人。该男子随后被警方逮
捕，
并供认是蓄意撞人，
为此行动已策划近一个月。
法国相关部门经初步调查后称，该事件不是
恐怖主义活动，已按“企图谋杀”事件的性质展开
后续调查。据法新社报道，该男子曾因非法持有
药物、抢劫等罪名获判两次缓刑及强制住院治
疗。2016 年 12 月，犯罪嫌疑人从法庭指定的医
院出院。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5

阿联酋航空与波音
签151亿美元大单
航展首日，阿联酋航空公司与
美国波音公司签订价值 151 亿美元
的 合 同 ，将 购 买 40 架 787—10 型
“梦想”
客机。
在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
酋长谢赫穆罕穆德·本·拉希德·阿
勒马克图姆的见证下，这家中东地
区最大的航空运营商与波音公司签
约 。 美 联 社 报 道 ，这 批 客 机 将 于
2022 年交付。
阿联酋航空首席执行官艾哈迈
德·本·赛义德·阿勒马克图姆介绍，
在对比
“梦想”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
A350 型客机后，
“ 考虑到维护等因
素，
我们认为波音是阿联酋航空的最
佳选择”。艾哈迈德表示，这项合约
契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振兴美
国经济的政策，签署这项合同后，阿
联酋航空将拥有 204 架波音宽体客
机。 （据新华社迪拜 11 月 12 日电）

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
立碑纪念威尔逊医生

11 月 12 日，在美国阿卡迪亚市，鲜花被放置
在威尔逊医生纪念碑旁。
11 月 12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
市，数百名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民众出席了威尔逊
医生纪念碑落成典礼。威尔逊医生被称为“蓝眼
睛的南京人”。80 年前，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
寰的南京大屠杀，威尔逊医生挺身而出拯救了成
百上千中国人的生命，同时见证和记录了日本侵
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