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巴勒斯坦安全人员
１３日说， 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
德） 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名高级领
导人被以色列军方逮捕。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全人
士告诉记者， 以色列士兵１２日深
夜闯入杰哈德高级领导人塔里
克·卡阿丹位于约旦河西岸杰宁
市阿拉拜镇的家中进行搜查， 并
将其逮捕。

以色列国防军在其官方推特
账户上称，这名“嫌疑人”已被移交
以安全部队， 将进行进一步审讯。

杰哈德当天发表新闻公报 ，
谴责这一逮捕事件， 称这是以色
列针对该组织并威胁其领导层的
“升级行动”。 杰哈德要求以色列
为卡阿丹的安全和健康负责。

１０月３０日， 以色列国防军摧
毁加沙地带附近一处地道， 导致
至少１２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
大部分死者为杰哈德下属武装派
别圣城旅成员。

近日， 以色列警告杰哈德不
要发动任何报复袭击， 否则以色
列将强硬回击， 并要求该组织领
导层对事态发展全权负责。

以军逮捕伊斯兰圣战组织
一名高级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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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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当前行
业科技研发、 技术创新和商业交
易的最新动态。 作为近年来发展
迅速的大型航空航天展览， 本次
迪拜航展有四大看点。

看点1：
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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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2：
１６０多架飞机静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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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3：
中国制造无人机集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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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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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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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4：
航空航天主题活动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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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迪拜航展四大看点扫描

五十载东盟再出发 拥抱变革谋共赢

２０17年 11月 14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着眼挑战
总人口超过６亿，经济总量达

到约２．６万亿美元，世界第六大经
济体……这是５０年前，“东盟之父
们” 在签署并发表标志性宣言成
立东盟时难以预见的发展成果。

在中国驻东盟大使徐步看
来， 东盟成立５０年来的成就有目
共睹。

“东盟成立半个世纪以来 ，
积极促进地区发展， 努力化解矛
盾纷争， 使东南亚从动荡走向稳
定， 从对抗走向合作， 从贫穷走
向繁荣。 东盟已经成为本地区最
重要的区域组织， 成为不同社会
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联合自强的
典范。” 徐步说。

东盟不仅在成员国数量上从
５国增加至１０国，而且还在２０１５年
年底宣布建成以政治安全共同
体、 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
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成
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新里
程碑。

在庆祝５０载成就的同时， 东
盟也看到了前路上的挑战。

东盟秘书长黎良明说：“过去
５０年， 东盟取得了诸多成就。 然

而， 虽然我们致力于继续加强合
作和协调机制，挑战依然存在。 ”

“东盟必须继续保持警醒 、
团结一致应对本区域的问题， 保
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同时， 提出协
作方案以应对共同挑战， 继续我
们的共同体建设。”

迎接变革
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

菲律宾将今年会议的主题定为
“拥抱变革， 融入世界”。 这源于
东盟过去发展的成功经验， 也表
明了东盟面对今后挑战和发展的
态度。

５０年来 ， 东盟没有故步自
封， 而是顺应国际局势， 积极求
变寻发展 。 成立之初以 追 求 自
身安全为优先目标的东盟 ， 及
时把握发展的主流， 致力于一体
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取得
成就。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
席顾问胡逸山说： “随着时间推
移， 东盟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
上， 东盟经济共同体是这一过程
中最大的成果。”

东盟国家通过经济一体化合
作有效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贸易自

由化， 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基本实
现零关税。 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
据， 同东盟成立时相比， 东盟各
国之间的总贸易和东盟同世界其
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合计从９７
亿美元增长到了２０１６年的２．２万
亿美元。

庆祝成立５０周年之际， 东盟
站在了国际和地区形势不断发生
重大变化的当口。 在经济增长和
国际贸易回暖的背后， 是逆全球
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极端主
义、 气候变化等问题威胁着东盟
实现自身发展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 即使在成果
最显著的经济建设领域， 短板依
然存在， 东盟各国之间的发展水
平依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如
何应对挑战， 实现包容性、 可持
续和均衡发展， 惠及东盟各国所
有民众， 切实摆在东盟各国领导
人面前。

融入世界
“融入世界”， 是东盟给出的

答案。
东盟发展的历程， 也是东亚

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发展的历
程。 徐步表示， 东盟开创了相互

尊重、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内政、
照顾各方舒适度的 “东盟方式”，
成为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原
则， 为地区国家广泛接受。

徐步说， 在东盟的引领和域
内外国家的支持下， 东亚地区已
形 成 东 盟 ＋１、 东 盟 与 中 日 韩
（１０＋３）、 东亚峰会 、 东盟地 区
论 坛 等 以 东 盟 为 中 心 的 区 域
合作架构， 为域内外国家共商地
区事务、 共迎地区挑战提供了重
要平台。

５０年发展带给东盟的一个重
要启示是， 当挑战来临， 加强合
作是唯一出路。 １９９７年， 金融风
暴席卷多个东南亚国家 ； 同一
年， 东盟与中日韩 （１０＋３） 合作
机制启动 。 如今 ， 包括东盟在
内， 本区域国家的发展已经前所
未有地交织在一起。

本次系列会议期间， 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谈判参与方领导人会议的举行引
发广泛关注， 这是ＲＣＥＰ谈判启
动以来举行的首次领导人会议。
分析人士指出， 该自贸协定早日
达成， 对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和一
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第３１届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１３日正式开幕。 峰会前夕， 东盟国家以及东
盟对话伙伴的领导人共同出席庆典， 庆祝东盟成立５０周年。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 东盟取得
的诸多成就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 这一里程碑成为东盟重新出发、 面对今后挑战并实现自身
发展潜力的新起点。

11月12日， 在阿联酋迪拜阿勒马克图姆机场， 人们在航展上参观中国、 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 “枭龙”
战斗机。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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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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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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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总理表示
将“很快”回国

伊拉克强震造成
伊朗边境至少328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