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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客机尼泊尔降落起火
至少49人遇难 尼泊尔官方尚未公布最终伤亡人数及其身份

当地时间12日下午，一架载有71人的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降落时急转弯冲
出跑道并引发大火。尼泊尔高级警监乔希在事发机场告诉新华社记者，已有49人确认
死亡。在救援现场，记者看到地上放着至少20具遗体，同时还不断有遇难者遗体被从飞
机残骸中抬出。

新华社加德满都 3月 12
日电 尼泊尔警方12日向新华
社记者证实，已确认至少有49
人在当天早些时候发生在加德
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客机
起火事故中遇难。

当地时间12日下午，一架
载有71人的客机在尼泊尔首
都加德满都降落时急转弯冲出
跑道并引发大火。尼泊尔高级

警监乔希在事发机场告诉新华社
记者，已有49人确认死亡。

在救援现场，记者看到地上
放着至少20具遗体，同时还不断
有遇难者遗体被从飞机残骸中抬
出。尼泊尔总理奥利已抵达现场
了解情况，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
行当中。

据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
场方面消息，事发客机搭载人员
包括67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
由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始飞至加德
满都。有17名伤员在机场附近
一家医院接受救治。

另据媒体报道，失事客机
为冲8－Q400型客机，是加拿
大庞巴迪公司制造的高速涡轮
螺旋桨飞机，出事航班由总部
设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美
国－孟加拉航空公司运营。

截至目前，尼官方尚未公
布最终伤亡人数及其身份。

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
场是尼泊尔唯一的国际机场。
本次事件是该机场近几年来发
生的最严重的客机事故。

上图：3 月 12 日在加德满
都拍摄的出事客机。新华社发

国际·中国

土耳其一架私人飞机
11日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返回土耳其，途中坠毁在伊
朗山区，11人悉数遇难，其
中8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
全部为女性。

土耳其媒体报道，遇难
乘客是一名土耳其富商之
女及其7名伴娘，而准新娘
原本打算在迪拜开完“告别
单身派对”后回国办婚礼。

伊朗官方电视台报道，
坠机地点位于伊朗首都德
黑兰以南370公里的沙赫尔
库尔德附近山区，当时下着
大雨，飞机撞上山头。

伊朗紧急事务部门发
言人穆杰塔巴·哈立迪说，
当地村民爬上山后发现飞
机残骸和死者遗体，确定没
有人生还。伊朗《平衡报》
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坠机
发生前，地面人员看到飞机
发动机冒出火焰。

追踪客机实时飞行状
况的瑞典互联网服务商“24
小时飞行雷达网站”说，飞
机失事前在1000米左右的
低空稳定飞行，但在几分钟
之内像过山车一样突然爬
升高度、又突然坠落。

（新华社专特稿）

土耳其一架私人飞机

坠毁伊朗

11人遇难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2018年春运于12日顺利结束。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初步统计显
示，春运40天,全国旅客发送量
约29.7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春运期间，全国运输能力总体适
应，群众“一票难求”问题进一步缓
解，煤炭、天然气、肉禽、蔬菜等重
点物资运输总体有序。铁路在正
常运力基础上，每天增加直通临客
287对，夜间临时动车组88.5对；
公路投入客车84万辆、2100余万
客位；水路投入船舶2万余艘、100
余万客位；民航安排加班计划
5166班，夜间航班1万余个。

春运期间,全国路网运行总
体顺畅。交通运输部重点监测的
京沪高速等20条重点通道，日均
断面交通量超过3万辆。

各地按照交通运输部、公安
部、安监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等5部门联合组织的“情
满旅途”活动部署,充分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创新
便民惠民举措，移动支付、手机购
票、“刷脸”进站、联程联运等个性
化、人性化服务不断推出，春运新
亮点、新气象引人注目，旅客出行
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第三
方调查数据显示，74.8%的被调
查旅客对今年春运工作表示较为
满意或认为较往年有所改善，比
去年提升3.8个百分点。

上图：3月12日，旅客乘火车
抵达拉萨火车站。 新华社发

2018年春运落下帷幕
全国旅客发送量近30亿人次

新华社科伦坡3月 12日
电 斯里兰卡警方12日表示，斯
里兰卡中央省康提地区近日爆
发暴力冲突事件，已有超过230
人因涉嫌参与暴力事件或在社
交媒体传播仇恨言论被捕。

斯里兰卡警方说，康提地
区安全形势正逐渐回归正常，
警方仍会在未来几天继续保持
高度警戒状态。警方已在康提
地区设立特别接待处，专门处
理有关暴力事件的举报。

据斯里兰卡官方统计，此
次暴力事件已致3人死亡、400
余间民居和商铺受损，还有清
真寺遭到破坏。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11日任命由3人组成的特别委
员会，调查此次暴力冲突事件。

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
哈10日走访慰问康提地区受
暴力事件影响的居民。他表
示，政府保证将深入调查此次
事件，并全数赔偿受影响居民。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暴
力事件由一起僧伽罗人和穆斯
林之间冲突引发。一名僧伽罗
人上月在康提地区迪格纳村遭
4名穆斯林袭击，本月3日医治
无效身亡。随后，当地僧伽罗
人和穆斯林在迪格纳村及附近
地区发生多起冲突。自 5日
起，康提地区开始实行宵禁。
西里塞纳6日签署公报，斯里
兰卡从当天起进入为期一周的
全国紧急状态。

斯里兰卡暴力冲突仍持续

逾230名涉暴人员被捕

新华社北京3月 12日新
媒体专电;英媒称，在美国帕萨
迪纳的一家卡利堡快餐连锁店
餐厅，负责给汉堡包翻面的机
器人“快手”（Flippy）只干了
一天活儿就被“解雇了”。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3
月9日报道，这台机器人吸引
了全国范围的人的关注，但卡
利堡不得不将“快手”下线，因
为它动作太慢无法应对蜂拥而
来的人流的需求。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现
在，该餐馆的一张标牌上写道，

“快手”将会“尽快主厨”，而它

的归期是“有待宣布”。
报道称，它的创造者米索机

器人公司曾希望将“快手”带到美
国其他50个开设卡利堡餐厅的
地区，包括西雅图、华盛顿和马里
兰州安纳波利斯。

《今日美国报》称，“快手”已
经被从卡利堡餐厅的烤架上拿
走，而其人类帮手也上了一堂有
关如何与机器人一起高效工作的
速成课。

卡利堡的母公司凯利集团的
首席技术官安东尼·罗梅里诺对
《今日美国报》的记者说：“主要问
题是工人对时间的掌握。人们在

后厨时会互相交谈。有了‘快
手’，你就要围绕它的节奏来工
作。”他还说：“这种情况需要我
们对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以及
怎么做加以动作编排。”

米索机器人公司告诉英国
广播公司，它正在测试控制机
器人的代码，以确保机器人可
以快速烹饪，从而能够在用餐
高峰时间完成订单。该公司之
前曾表示，“快手”每天可以烹
饪多达2000个汉堡包。

“快手”很可能会在一些人
当中引起担忧——人们都担心
自己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

但幸运的是，“快手”确实
需要一些人手帮助才能开始工
作。在“快手”开始翻动汉堡之
前，生肉饼需人手放在烤架上。

“快手”的创造者称，“快
手”将为一个陷入高流失率的
行业带来一定的稳定性。

在其他餐厅连锁店获准购
买之前，卡利堡对这款价格为
6万美元的机器人拥有六个月
的独享期。

按照最初预计，“快手”将
在2019年在50家卡利堡餐厅
得到“聘用”，但一轮巨额融资
让开始日期提前成为可能。

机器人全面抢人饭碗时代尚未来临
被嫌动作太慢 美国汉堡机器人工作一天被“解雇”

新华社哈瓦那3月 11日
电 古巴 11日举行大选第二
阶段选举，800多万选民将选
出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
表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代表。

投票于11日7时开始，选
民将在2.4万多个投票站进行
投票，选出1265名省级人民政
权代表大会代表和605名全国
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结果将于12日公布。

据报道，古巴领导人劳尔·
卡斯特罗和国务委员会副主
席、古共中央第二书记何塞·拉
蒙·马查多分别在弗兰克·派斯
市和关塔那摩市投票。

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
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投票后对媒体说，
即将选出的立法机构面临的挑
战包括如何发展经济、更新经
济发展模式以及应对美国的长
期封锁等。

古巴于去年11月举行大
选第一阶段选举，选出12515
名市政机构代表，组成全国
168个市政机构。

古巴每 5 年举行一次大
选。大选第二阶段选出的600
多名代表将组成新的全国人民
政权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新
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古巴举行大选
第二阶段选举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美 国 太 空 探 索 技 术 公 司
（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11日说，这家企业建造的火星飞
船最快将在2019年短程试飞。

马斯克当天在美国得克萨
斯州首府奥斯汀出席音乐、电
影、媒体和科技会议“西南偏
南”。他接受提问时说：“我们正
在建造首艘星际飞船。我想明
年上半年我们或许能实现短程
飞行。”

但他坦言，自己的预期有时

稍显“乐观”。“有时候，我的时
间表会有点（推迟）……你们懂
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马斯克去年说，SpaceX正
在研制“大猎鹰”火箭（BFR），
长100多米，能在相当短时间
内发射到地表任何地方。按照
马斯克愿景，火箭将在2022年
执行火星货运任务，2024年执
行火星载人任务。

“火星需要建造从钢铁厂
到比萨店等所有设施，”马斯克

11日说，“在火星建立自给自
足的基地很重要，因为它离地
球足够远，（如果地球上爆发战
争，）火星比月球基地更易生
存。”

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国
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曾在一份
报告中指出，SpaceX总是无
法在承诺期限内完成任务。比
如，这家企业研制的“猎鹰重
型”火箭曾数次推迟首次试射，
终于在上月搭载一辆特斯拉跑
车飞向火星附近轨道。

马斯克拟明年试飞火星飞船

四川省宜宾市因出产五粮液
闻名遐迩，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
还有南宋的水下石刻题记。近日

随着枯水期的到来，水下石刻浮
出江面显露真容。这是浮出江面
的巨石（3月8日摄）。新华社发

南宋水下石刻题记露真容
位于四川宜宾 趁枯水期快去看

新华社杭州3月12日电 12
日，在杭州市萧山区的传芳特大
桥上，中铁四局WZ500无砟铺
轨机组顺利铺下最后一对500米
长钢轨，随着一道耀眼的钢花闪
烁，铝热焊机完成了最后一对轨
头焊接，标志着杭州至黄山铁路
客运专线轨道全线贯通。

据悉，杭黄铁路东起浙江省
杭州市，向西经杭州市萧山区、富
阳区、桐庐县、建德市、淳安县，越
浙皖交界的天目山山脉进入安徽
省，经宣城市绩溪县和黄山市歙
县、徽州区至黄山北站，线路全长

26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共设10个车站，新建富

阳、桐庐、建德东、淳安、三阳等5
个客运车站。

杭黄铁路轨道全线贯通，为
2018年杭黄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奠定了基础。据了解，届时杭州
到黄山最快只需1.5小时。

另外，正式开通运营后，杭黄
铁路将把杭州、富春江、千岛湖、
黄山等名城、名江、名湖、名山等
国家级 5A 风景名胜区紧密连
接，构筑起一条世界级的黄金旅
游线。

杭黄铁路轨道全线贯通
届时杭州到黄山最快1.5小时

新华社“雪龙”号3月12日
电 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搭乘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11日在南极
阿蒙森海及附近海域完成一次海
洋断面观测，其跨度长达1420公
里，是中国南极考察有史以来最长
的全深度海洋断面综合观测。

自3月3日起，“雪龙”号克
服强风雪和高涌浪等恶劣海况天
气，完成了2个近岸陆架海域浮
冰区站位的观测、5个西风带海
域站位作业、8个南纬65度附近
站位作业。科考队在8天时间里
开展了物理海洋、海洋化学、生态
学和地质学等多项调查，获取了

大量宝贵的样品和数据。
特别的是，“雪龙”号沿西经

126度行进，完成了从南纬60度
至南纬72度的海洋断面观测。
这次断面观测的跨度超过12个
纬度，长达1420公里。

科考队员、中国海洋大学教
授史久新介绍，此次观测的断面
从海水深度近5000米的阿蒙森
海深海平原延伸到深度约500米
的近岸陆架区，跨越了南极绕极
流区、陆坡流区和陆架区，有着丰
富的水团、环流和生态结构变化，
揭示出较暖的绕极深层水从深海
逐渐向陆架爬升的过程。

“雪龙”号完成中国在南极最长海洋断面观测

跨度长达142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