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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驻阿使馆及北约总部5连爆
塔利班宣布负责，并与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爆发激烈枪战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附近13日发生连
环爆炸，随后爆发激烈枪战。
当地时间13日13时20分 （北京时间16
时50分）左右，一伙武装人员在阿首都喀布
尔的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和北约驻阿富汗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以南约300米处，先
后引爆了至少5颗炸弹，随后与阿富汗国家
安全部队爆发激烈枪战。
截至记者发稿时，枪战仍在继续。新华
社记者在现场看到， 武装人员正向美国大
使馆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内发射枪弹。
此外，3枚火箭弹在新华社喀布尔分社
所在区域爆炸，包括1名为伊朗新闻机构工
作的阿富汗籍记者在内的两人在爆炸中受
伤。
新华社报道员在现场看到，阿富汗国家
安全部队正与武装人员激战，以努力控制局
势。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阿富汗官员对新华
社记者说，已有6名安全人员受伤，“袭击者

13日，阿富汗警察赶到爆炸现场。 新华社 图
的目标是美国大使馆和北约驻阿富汗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总部”。
目前， 塔利班已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并称袭击目标是美国大使馆。
阿富汗塔利班今年4月30日发表声明
称， 从5月1日起在阿富汗全境发动代号为
“巴达尔”的攻势行动，袭击目标是阿富汗国
家安全部队、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
队和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等。 ■据新华社

日本拟建新型直升机航母

美国向利比亚派遣4支地面部队
卡扎菲武装袭击一待开工炼油厂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12日说，忠于
卡扎菲的军队当天袭击了一座炼油厂，打死
12名警卫。
遇袭炼油厂位于利比亚北部沿海，
距 离 拉 斯 拉 努 夫 大 约 20 公 里 。 炼 油 厂 大
门损毁， 不过， 厂房 及其 设备 没 有受
损。
“全国过渡委员会” 军事发言人扎瓦维
说，忠于卡扎菲的部队乘坐5辆汽车奔袭，打
死负责安保的12名警卫，但没能进入工厂内
部。
遇袭前， 这座炼油厂尚没有恢复生产。
袭击发生时， 厂房内有大约60名工作人员，
打算为恢复生产做准备。
炼油厂工人拉马丹回忆，上午9时前后，
工厂大门前响起密集的枪声。他说，袭击者
乘车从苏尔特方向赶来。
一些分析师认为， 这起袭击意在干扰
“全国过渡委员会”恢复石油生产、增加财政
收入的计划。
另据报道， 尼日尔总理布里吉·拉菲尼
12日说，9月2日以来，卡扎菲的32名亲信已
经进入尼日尔境内。

进展

美国向利比亚派遣4支地面部队
美国五角大楼于12日证实称，已
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派遣了4支军
队，并强调这些军队的角色被限制在
恢复重建及保护美驻利比亚大使馆
方面。
五角大楼称，美国驻的黎波里的
大使馆目前遭到了严重损坏，派遣的

这4支无名美国军队不会参与任何军
事行动。他说，其中两支军队是处理
炸弹方面的专家，另外两支是为了保
证“基本安全”。
报道称，这一举动与美国总统奥
巴马之前所做出的不会向比利亚派
遣地面部队的承诺相违背。

朝俄今年首次联合军演

声音

外交部：中方在利比亚问题上一贯秉持公正立场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13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作为负责任、讲
原则的国家，在利比亚问题上一贯秉
持公正立场，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和原则以及相关的国际法准则，本
着不干涉内政、尊重利比亚人民选择
的原则， 对相关问题作出判断和决
策。

日本石川岛海洋联合公司计划2012年开
始建造日本第一艘2.4万吨级、 代号“22DDH
计划”的新型直升机航母，造价大约10.4亿美
元。
俄罗斯海军网站12日报道， 日本准备建
造两艘这一级别的直升机航母。 这种航母长
248米，可搭载9架直升机，将是日本海上自卫
队的最大军舰。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为“22DDH计划”装备
美国雷神公司生产的“海拉姆”MK15Mod31
型防空系统。报道说，这将是“海拉姆”系统首
次装备非美国海军舰艇。
■据新华社

姜瑜表示，利比亚局势已发生重
大变化， 进入向重建过渡的关键阶
段。 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承
认“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执政
当局和利比亚人民的代表。
她还表示，由联合国主导利比亚重
建，这不是中方一家之见，而是国际社
会的共识。 ■综合新华社、环球时报

据日本媒体13日消息，朝鲜和俄罗斯已就
举行首次联合军演达成一致，演习可能在今年
内举行。报道分析称，朝鲜与其他国家举行联
合军演是非常罕见的。 此前美日韩宣称将在
“朝鲜半岛有事”时联手，朝鲜此举可能意在对
此进行牵制。
报道称， 朝俄两国在8月的首脑会谈上就
举行失事飞行员搜救演练一事达成协议。该演
练可能将于今年内在俄远东海域举行，届时两
国的海空军士兵都将参加。
■据环球时报

金秋，中老年港澳、海南、厦门联程游
湖南爸妈之旅再度起航

随着社会老年化程度的加剧， 全社会都在关怀着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
数。 作为最能表现中老年人生活愉悦的旅游项目，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从 2011 年 8 月以来，由湖南日报、红网等各主流媒体倡导，在各级老年组织的大力支
持下， 申请到了港澳地区提供的部分赞助，以最实惠的价格组织了湖南中老年香港、
澳门、海南、厦门联程游，活动公布后，响应异常积极，连续推出 2 次，都在三天内满
额，为满足广大中老年朋友的强烈要求，活动组织方专程抵港澳地区协商接待事宜，
再次争取了部分经费赞助， 于 10 月中旬继续组织中老年港澳、海南、厦门联程游。

据了解， 这个活动之所以备受欢
迎， 是因为一直以来老人参团去港澳总
是要格外加收团费， 但这次的专门为中
老年朋友组织的活动， 不但没有增加费
用，反而更优价于一般的旅游团 2000 余
元， 而且组织方确保没有任何的强制消
费项目， 原本自费项目乘游轮夜游维多
利亚港也包含在内不用格外出钱， 让参

团人员轻松游玩。
其次， 从线路设计看行程安排非常
合理，景点丰富，香港海洋公园、国际会
展中心、浅水湾、太平山、黄大仙庙、星光
大道等；澳门的大三巴、主教山、渔人码
头；海南的娘子军纪念碑、兴隆热带植物
园，三亚亚龙湾、大东海、鹿回头、天涯海
角等主要景点全部安排在内， 行程松弛
有度，符合中老年朋友的生活节奏。

最重要的是， 活动是专门针对中老
年人组织的，在安排细节上更周到，从办
理通行证开始有人专门负责， 全程安排
随团保健医生， 让家人对参团长者途中
的身体健康放心。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
想去港澳， 我们推荐这次活动将是最好
的选择。
因活动名额有限，有意向参加活动的
中老年朋友需尽早报名。

活动安排：
1、香港、澳门、海南九日游
活动费用：2880 元 / 人
出发时间：2011 年 10 月 17 日

2、香港、澳门、厦门八日游
活动费用：2780 元 / 人
出发时间：2011 年 10 月 17 日
特别提醒:
* 9 月 20 日之前报名 将获得
价值 488 元的大礼包一个；
* 因办理港澳通行证需要 15
个工作日左右，故请提前报名；
活动承办单位：
湖南中旅假日旅行社 LHUN011 湖南省中国旅行社 LHUNGJ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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