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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电 菲律宾民航局
官员11月9日说，受南海强台风“海
燕”袭击，中部城市塔克洛班至少
100人遇难，另有 100多人受伤。这
场台风被视作菲律宾有史以来遭遇
的最强台风，其导致的具体损失仍
在评估中。受通讯和交通中断等因
素影响，菲部分地区救援困难。

“海燕”于当地时间 8 日凌晨
在菲东海岸登陆，然后由东到西横
扫菲中部多个地区，带来狂风和暴
雨。气象部门说，登陆时，“海燕”
持续风力每小时 235 公里，阵风时
速达 275 公里。

塔克洛班是莱特省首府，该省
受台风影响尤其严重。菲民航局 9
日早上得到塔克洛班机场报告，说
在机场附近的多条道路上发现了
100多具尸体，初步判断这些人都死
于台风“海燕”，此外还有百余名伤
员等待救治，机场也“完全被毁坏”。
当地与外界的民用通讯已经中断。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暂未
证实上述伤亡数字。但不少官员
担心，具体伤亡人数可能更多。菲
红十字会主席格温德琳·庞说，最
先遭受“海燕”袭击的东萨马省吉

万镇仍“失去联系”，当地大约 4 万
人灾情不明。另外，根据菲律宾各
媒体的报道，巴拉望省至少 3 人遇
难，塔克洛班以东的帕洛镇至少 20
人丧生，宿务岛至少也有 2人死亡。

菲国家减灾委员会 9 日 6 时发
布最新灾情通报称，受“海燕”影
响 ，37 个 省 份 近 80 万 民 众 被 转
移。同时，恶劣天气迫使多个海港
和 13 座机场停止运营。包括塔克
洛班在内，多数遭受严重袭击的城
镇通讯和电力中断，大量房屋被
毁，许多道路交通中断。

因水运和航空运输中断，塔
克洛班的救援受阻。菲律宾军方
9 日凌晨动用两架 C－130 运输机，
向当地运送救援物资。军方发言
人拉蒙·萨加拉说，1.5 万名士兵已
被派往灾区。

菲气象部门 9 日说，“海燕”正
逐步远离菲律宾，预计 10日早些时
候登陆越南中部地区。为应对“海
燕”来袭，越南中部多个省份大约
30 万人已被紧急转移。越南总理
阮晋勇呼吁所有越南渔船回港，下
令所有水电站水库加强安全措施，
以减少潜在的“人员和物质损失”。

“燕”扫南海 为“菲”作歹
强台风致菲律宾逾百人死亡

新华社巴黎11月9日电 在 9
日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37届大会第9次全体会议上，包括
美国、以色列在内的 13 个国家丧失
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投票权。

据悉，美国等 5 个国家是因为
拖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而失
去投票资格，另外 8 个国家则是因
为未能及时提交代表资格证书、手
续不全而失去投票权。根据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相关规定，任何拖欠

会费金额超过当年和上一年度会
费总额的国家，将被取消投票权。

2011 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大会投票通过关于巴勒斯坦以
会员身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提案，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195 个会员，这也是巴勒斯
坦首次获准以会员身份加入联合国
机构。美国政府随后在华盛顿宣
布，作为对此事的回应，美国中止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相
关数据显示，美国所应缴纳的会费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算中所占
比例为 22％，迄今为止，美国已累
计拖欠会费 2.2 亿美元，令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面临严重财政困难，不
仅一些计划项目无法得以实施，而
且还要进行裁员以减轻负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
娃指出，美国丧失投票权不仅仅是
因为财政问题，还涉及价值观的问

题，在全球化急速发展且充满众多
不确定因素的今天，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需要全体会员共同参与，以实
现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美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代表戴维·基利昂表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美国推动的众多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将继续努
力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开展合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

5日在巴黎拉开帷幕。来自全球 195
个会员的多位国家元首、150名部长
和 3000 名代表与会，共同规划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未来8年的发展战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成 立 于
1946 年，是联合国在国际教育、科
学和文化领域会员最多的专门机
构。该组织旨在通过教育、科学和
文化促进各国合作，对世界和平和
安全作出贡献，其主要机构包括大
会、执行局和秘书处。

教科文组织出招治“老赖”

欠费超两年 美丢投票权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11月 8日
电 巴勒斯坦官方 8 日证实，巴前
领导人阿拉法特为“非自然死亡”，
并表示以色列为“主要的也是唯一
的嫌疑对象”。

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主
席陶菲克·提拉维当天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日
前收到的瑞士和俄罗斯尸检报告
均显示，阿拉法特的死亡不是由于
年迈或疾病造成，“两份报告在阿
拉法特为非自然死亡这点上达成
一致意见。”

不过，两份报告就是否钋中毒
导致阿拉法特死亡意见不一。瑞
士研究所的尸检报告说，在阿拉法
特的肋骨、骨盆和坟墓土壤样本中
发现超过正常水平 18 倍的钋含
量，因此判断钋中毒导致阿拉法特
死亡的可能性为 83％，该报告“适
度 支 持 钋 中 毒 导 致 阿 拉 法 特 死
亡”。俄罗斯尸检报告同样提到检
测出放射性物质钋，但表示目前尚
不能得出钋中毒导致阿拉法特死
亡的结论。

提拉维表示，巴方将继续就阿
拉法特死因进行调查。他说：“专
家出具的报告帮助我们更加接近

真相，但是这两份报告并不是调查
的结束。”

同时，巴勒斯坦方面称，由于
阿拉法特生前很长一段时间都被
以色列囚禁在拉姆安拉的官邸内，
以色列对阿拉法特的死具有最大
嫌疑。

对于瑞士和俄罗斯报告在钋
中毒致死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提
拉维说：“我是否能在这边宣布阿
拉法特是被钋毒死，这个并不重
要。我要说的是，依据现在获得的
证据，阿拉法特是被杀害的，以色
列杀了他。”

以色列一直否认与阿拉法特
的死因有关。以色列外交部发言
人伊加尔·帕勒莫尔当天表示，以
色列与阿拉法特的死因无关。他
说：“巴勒斯坦方面应该停止毫无
根据地作出这种指责。”

2004 年 10 月，阿拉法特由拉
姆安拉前往法国接受治疗，同年
11 月 11 日 在 法 国 逝 世 。 去 年 7
月，媒体披露阿拉法特生前衣物被
发现含有高剂量放射性物质钋，由
此引发阿拉法特可能是中毒身亡
的猜测。巴方随后同意为阿拉法
特开棺验尸以查明其真正死因。

巴勒斯坦官方宣布

阿翁死于非命 以色列是嫌凶

■简明新闻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11月8日宣布将法国长期主
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一个等级至“AA”，原因是法国政府没有制
定有效战略来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减少公共开支和降低失业率。

●2014 年索契冬奥会火炬 11 月 8 日在国际空间站内进行了
失重状态下的“传递”活动，9位驻站的宇航员都当了一次火炬手，
与奥运火炬进行了零距离接触。

●美国一家私人企业11月9日宣称，他们用3D打印技术打造出世
界上第一支金属枪。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立体概念”公司先前向互联
网上传一段视频，显示这支3D打印霰弹枪多次射中靶心的画面。

●埃及多地 11月 8日再次爆发以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及前
总统穆尔西支持者为主的示威游行。埃及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
游行引发的冲突造成 2人死亡、至少 20人受伤。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11月 8日刊登报告说，目前在叙利亚
出现的小儿麻痹症疫情可能给欧洲国家带来健康威胁，疫苗接种率
较低的国家应尽快采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均据新华社电）

11月 8日，在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黎牙实比，强台风“海燕”引发的巨浪越过防波堤冲上岸边。 新华/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