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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韩国检方对前总统
朴槿惠政府相关黑幕的调查
扩大，另一前总统李明博执政
时期的可疑案件也进入公众
视野。 李明博被指曾干涉
2012年总统选举、 秘密制定
“文化界黑名单”等行为，检方
已对其中一些指控展开调查。

李 明 博 于 2008 年 至
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 最近
一段时间， 韩国检方加大对
李明博执政时期多名高级官
员的调查力度， 怀疑他们以
非法手段干预韩国政局，包
括干涉2012年总统选举。李
明博本人也遭到指控， 成为
多起案件的被告。

今年9月，首尔市长朴元
淳状告李明博、 前国家情报
院院长元世勋以及另外8人，
怀疑他们犯下诽谤、 非法干
预政局、滥用职权等罪行，要

求检方展开调查。
此后仅数日， 包括老牌

影星文成根、 喜剧演员金美
花在内的5名影视明星递交
起诉书，就“文化界黑名单”
一事， 要求对李明博、 元世
勋、 朴槿惠及其政府情报高
官金琪春等8人展开调查。

此外， 针对李明博涉嫌
滥用职权帮助哥哥追回投资
资金一事， 检方上月决定启
动调查。 由于此事牵涉到十
多 年 前 震 惊 全 国 的 大 案
“BBK股价操纵案”， 韩国媒
体认为检方可能“重翻旧
账”，重查该案。

这一系列调查进展受到
韩国国民高度关注。 面对外
界猜测和指责， 李明博12日
公开发声， 称上述罪名是政
治对手对他展开的“报复行
动”。 ■据新华社

伊朗官方媒体13日公布的
统计数字显示，12日晚发生在
伊朗与伊拉克边境地区的地震
已经致使伊朗方面至少395人
死亡，6600多人受伤。

加上伊拉克方面统计的丧
生人数， 这场强烈地震已经致
死超过425人。

国际媒体报道， 地震引发
山崩和断电，影响了救援速度。

震源在伊拉克
伊朗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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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 科威特和土耳其
的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伊朗国家电视台13日报
道， 地震共造成伊朗方面至少
214人丧生，另有2504人受伤。
稍晚些时候， 伊朗学生通讯社
报道， 死亡人数已经增至328
人，并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路透社报道， 这次伊朗方
面受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当属克
尔曼沙阿省。 在这个省的萨尔
波勒扎哈卜县，至少142人死于
地震， 当地距离两伊边界15公
里。

伊拉克中央政府方面尚未
公布地震伤亡人数； 但库尔德
自治区卫生部门官员告诉路透
社记者，至少4人死亡，另有至
少50人受伤；另据法新社报道，
地震造成位于伊拉克北部、隶
属库区的苏莱曼尼亚省6人死
亡，大约150人受伤；伊拉克红
新月会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地震造成伊拉克8人死亡，至少
420人受伤。

按路透社的说法， 伊拉克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达尔班迪
汗镇， 当地位于苏莱曼尼亚省
首府苏莱曼尼亚市以东75公里
处。 库区卫生部长雷考特·哈
马·拉希德说，当地30多人在地
震中受伤。

医院也被损毁
伤员无法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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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伊朗横跨几条断层线，容易遭遇地震，包括破坏性地震。
以下是伊朗近年遭遇强震一览：

2013年4月9日 伊朗南部沿海布什尔省遭遇6.1级地
震，至少37人丧生、850人受伤，一些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

2012年8月11日 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遭遇6.2级
地震和6.0级余震，致死超过300人，致伤3000人。

2005年2月22日 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发生6.4级地震，
大约400人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

2003年12月26日 伊朗东南部古城巴姆遭遇6.8级地
震，3.1万人、即全市人口四分之一丧生。

2002年6月22日 伊朗西部加兹温省和哈马丹省发生
6.3级地震，造成至少500人死亡，1300人受伤。

■据新华社

新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6
日至17日在德国波恩举行，为2018
年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奠
定基础。会场外，全球25个城市市长
12日在波恩先行承诺： 为抗击气候
变化，2050年之前将使各自城市碳
排放量净值降为“零”。

这些城市分布于各大洲，从加纳
的阿克拉、英国的伦敦到巴西的里约
热内卢，共覆盖1.5亿人口。为了2015
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不成一纸空文，
这些城市将互相打气、携手共进。

据汤森路透基金会资料 ，在
“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以下简
称C40） 支持下， 这25座城市将在
2020年前将各自抗击气候变化的具
体实施计划立法施行。 按照规划，
2020年各签约国碳排放量将达到历
史峰值，之后逐步下降。

为化解愈演愈烈的国籍风波，
澳大利亚主要政党13日达成协议，
要求所有联邦议会参议员在三周
内提交材料， 以证明自己没有双重
国籍，从而保住议员资格。

这场由双重国籍引发的政治风
波席卷澳大利亚政坛， 多名政治人
物因此失去议员资格， 由总理马尔
科姆·特恩布尔领导的执政联盟也
失去议会多数。

按照澳大利亚宪法， 持双重或
多重国籍，原则上不得担任议员。从
今年7月开始，不断有澳大利亚议员
因双重国籍问题辞职。

13日，自由党同澳大利亚主要
反对党工党达成协议， 同意所有参
议员须在12月1日前提交相关资
料，以证明他们没有双重国籍。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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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通董事
会可能最早当地时间12日开
会， 讨论博通公司的主动收
购并确定应对策略。

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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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
果要给博通公司完整答复，
可能仍需几天时间。

过去数天， 高通首席执
行官史蒂文·莫伦科普夫一
直在收集高通股东的反馈，
感到每股70美元的收购价格
低估高通价值， 而且这一价
格未计入监管审批风险。

博通首席执行官霍克·谭
（音译）则表态，对打响高通
收购战持开放态度。 路透社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博
通准备在12月8日截止日前
提交多个高通董事提名人
选， 力争股东投票选举这些
人进入高通董事会， 迫使高
通向博通就范。

■据新华社

两伊边境发生强震，超400人死亡
余震不断，数城断电 伊朗30支医疗救援队已经出发前往震区

新华社驻巴格达记者魏玉栋说，当地时间晚上9点多，大
家正在办公室里，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颤动，感觉整个楼都
在摇晃，然后又是一震。分社两位记者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
迅速从七楼跑到楼下，当时楼下已聚集了不少人，很多人都
还没来得及穿鞋，光着脚。

“为了赶稿，我们冒着危险上楼跑回房间把电脑取下来，
还带了移动电源和衣服。11月的巴格达夜晚已经很冷了，”魏
玉栋说，“大家在楼下发稿，忙到凌晨两点多。”

“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颤动”

伊朗近年遭遇强震一览相关链接

“黑料”越曝越多 李明博坐不住了

高通计划拒绝博通千亿美元收购

全球25城誓言2050年
实现“净零碳排放”

国籍风波愈演愈烈
澳参议员须“自证清白”

11月13日，在伊朗克尔曼沙阿省萨尔波勒扎哈卜，人们站在被地震毁坏的房
屋前。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