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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托波6日早些时候通过社交
媒体“推特”宣布，印尼当局正使用
三艘客船撤离被困在龙目岛西北
部吉利特拉旺岸岛、吉利艾尔岛和
吉利美诺三个小岛上大约上千名
外国游客。他还说，这三个岛屿上
没有外国游客死亡的报告。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6日通过
“微信”公号发布消息说，吉利三岛
系印尼旅游胜地，据了解约上千
名当地居民和游客受困，包括中
国游客数十名。目前暂无中国游
客伤亡报告。新华社记者同日从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处获悉，
39名中国游客已撤至安全地区。

外交部领事司说，印尼官方
正派搜救船陆续前往上述三岛撤

离受困人员，已有部分人员平安
登船撤离至龙目岛，预计6日将可
全部安全撤离。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提醒中
国游客关注印尼官方发布的地震
提示和海啸预警，尽量远离近海
区域，切勿攀登龙目岛林贾尼火
山；建议游客近期勿乘船出海赴
岛屿游玩，同时了解和掌握地震
和海啸紧急自救知识。

路透社报道，不少外国游客
提前结束休假，在印尼西努沙登
加拉省首府马塔兰机场排起长
队。两家印尼廉价航空运营商说，
预订飞离龙目岛和巴厘岛航班的
人数大幅增加。另有两家航空运
营商宣布，将增加航班，帮助游客
撤离。

地震时部分外国政府官员在
这一地区。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
政部长尚穆根说，当时他身处马
塔兰一家酒店的第10层，“房间剧
烈摇晃，墙体裂开”。

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护部
长彼得·达顿当时在龙目岛一家
酒店的第12层，“我们被震到地板
上，能逃出来相当幸运”。

俄罗斯开始对
从美国进口部分商品加征关税

根据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此前
签署的命令，自5日零时起俄正式对从
美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25%至40%
的关税，作为对美加征钢铝关税的反
制措施。

该项命令指出，根据世界贸易组
织相关规定，俄罗斯有权对美国加征
钢铝关税采取应对措施，因此决定对
从美国进口的筑路机械、石油天然气
设施、金属加工和凿岩设备、光纤产品
等加征25%至40%的关税。

据当地媒体报道，俄罗斯平均每
年从美国进口上述商品的价值约为
31.6亿美元。

7月6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对从
美国进口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相关命
令。按照俄罗斯法律规定，该命令将在
总理签署后30天生效。俄经济发展部
长奥列什金此前表示，美国加征钢铝
关税将使俄方损失约5.376亿美元。

此前，美国政府对进口钢铁和铝
产品启动“232调查”，并最终导致对上
述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此
举遭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广泛反
对，多个经济体都宣布了针对美国钢
铝关税的反制措施。 （新华社）

限女生入学
东京医科大学有“手册”

日本东京医科大学6日被曝按手册
“操控”入学考试分数，人为减少入学女
生人数；手册为少数人“机密”，“事主”
前理事长臼井正彦下令严禁外传。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调查
臼井受贿案时发现女考生成绩遭篡
改。知情人士说，东京医科大学2010年
女性合格考生近4成，学校随后开始操
控分数，一些时候甚至给所有女考生
一律减分10%。调查结果预计本周内
发布。东京医科大学今年入学考试分
两轮。首轮笔试为选择题，满分400分。
第二轮包括满分100分的论述和面试。
两轮分数相加决定考生是否合格。

《读卖新闻》6日以一名知情人士
为消息源报道，东京医科大学今年两
轮入学考试都有分数操控。

约5名考生第一轮考试成绩获10
分至几十分加分；第二轮考试中，东京
医科大学将所有考生论述成绩乘以

“0.8”，给应届男考生和复读1、2次男考
生加20分，复读3次男考生加10分。女
考生和复读4次及以上男考生不加分。

知情人士说，东京医科大学将改
分具体操作办法制成一份手册。2011
年开始改分操作后，只有前东京医科
大学理事长臼井正彦、前校长铃木卫
和负责入学考试的学务课长知道这份
手册。手册在学务课长换人时“交接”。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在搜查
臼井受贿案时查获这份手册。（新华社）

芝加哥14小时内
44人遭枪击 5人死亡

美国芝加哥警方说，5日零时起的
14小时内，这座全美第三大城市共44
人遭枪击，其中五人死亡。

芝加哥巡警主管弗雷德·沃勒当
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芝加哥经
历暴力一夜……其中一些事件是有目
标的袭击，与那些地区的帮派冲突有
关。”沃勒说，至少一起枪击中，枪手朝
正在街头聚会的一群人开枪。

告知警方年龄的伤员中，年纪最
大62岁，最小11岁。

暴力最猖獗的时段是5日凌晨1
时30分起的三个小时，期间发生10起
枪击，致使30人中弹、两人死亡。警方
记录显示，这座城市3日发生六起枪
击，无人死亡；4日发生15起枪击，一
人死亡。 （新华社）

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内斯托尔·
雷韦罗尔5日说，就前一天企图行刺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无人驾驶
飞机袭击，执法部门已经逮捕六名
嫌疑人。

美国和哥伦比亚政府否认牵涉
这起未遂刺杀。

看到“飞行装置”爆炸
马杜罗以为是烟火表演

雷韦罗尔5日在国家电视台宣
读一份声明，指认嫌疑人4日下午操
纵两架无人机，各搭载1公斤C4塑
胶炸药，试图向马杜罗夫妇、政府高

官发动袭击。马杜罗等人当时正在
首都加拉加斯的玻利瓦尔大道上出
席国民警卫队组建81周年庆典。

雷韦罗尔说，两架无人机原本
的引爆地点分别在马杜罗上方、前
方。但是，安全部队利用电子技术手
段，成功使一架无人机“转向”；另一
架在距离典礼主席台大约两个街区
的位置自行坠毁，撞上一栋公寓。

两名附近居民目击一架无人机
在周围盘旋。一名目击者向美联社
记者展示用手机拍摄的坠毁视频，
说那架无人机坠毁后爆炸，导致公
寓楼起火。另一名目击者迈鲁姆·冈
萨雷斯说，第一声爆炸“强烈到楼都
震动了”，她跑到阳台，“看到那架小
飞机……撞到建筑物上，然后开始
冒烟”。

调查人员搜查这栋外墙被烧黑
的建筑物，同时在其他地方扣押可

疑车辆，搜查数家宾馆，说找到“录
像证据”。

马杜罗4日晚在全国电视讲话
中说，袭击发生时，他看到一个“飞
行装置”爆炸，以为是烟火表演。几
秒钟后，他听到第二声爆炸，现场一
片混乱。马杜罗在举着黑色盾牌的
保镖护卫下离开。

抓了六名恐怖分子和刺客
“接下来几个小时会逮捕更多人”

“我们抓了六名恐怖分子和刺
客，”雷韦罗尔在声明中说，“接下来
几个小时会逮捕更多人。”

按雷韦罗尔的说法，其中一名
嫌疑人曾因参与2017年针对一座军
事基地的袭击被捕，那次袭击导致
两人丧生。另一名嫌疑人2014年因
参与反对马杜罗的示威被拘留，稍

后获释。
雷韦罗尔没有公开被捕嫌疑人

的姓名和所受指控。
两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

爆炸发生后，安全部队拦下一辆黑
色“雪佛莱”牌汽车，逮捕车内三名
男子。安全部队拆卸这辆车，发现疑
似远程遥控器和平板电脑。其中两
名嫌疑人自称安德烈斯、卡里纳，但
没有给出姓氏。

一个名为“T恤衫战士”、先前不
为人知的团体“认领”这起袭击，称
无人机遭狙击手击落。

“T恤衫战士”没有回应抓捕行
动或确认落网嫌疑人中是否包含这
一团体的成员。

路透社解读，从抓捕行动看，
相比军队内部有人叛乱，无人机袭
击是反马杜罗示威者所为的可能
性更大。

哥伦比亚、美国否认
牵涉这一事件

雷韦罗尔说：“这些恐怖行径是对
共和国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所表达
全国和解与对话意愿的一记耳光。”

马杜罗指认，未遂刺杀是委内
瑞拉“极右翼势力”与身处哥伦比亚
首都波哥大、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
密市的一些人共谋，包括哥伦比亚
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

哥伦比亚政府否认桑托斯牵涉
这一事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约翰·博尔顿5日接受福克斯新
闻频道专访，否认美方参与袭击。

委内瑞拉今年5月举行总统选
举，马杜罗赢得连任，但选举遭委内
瑞拉反对党联盟抵制，美国和哥伦
比亚等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不承认选
举结果。 （新华社）

■印度尼西亚国家
搜救中心6日说，
3043名因地震受
困于龙目岛附近
岛屿的游客已被
成功撤离。但是相
关岛屿仍有大量游
客等待撤离。

遭无人机“暗杀”
委内瑞拉总统躲过一劫 追踪

美国和哥伦比亚政府
否认牵涉刺杀委内瑞拉总统

至少98人死亡
截至目前暂无
中国游客伤亡报告

■印度尼西亚西努
沙登加拉省龙目岛
5日发生7.0级地
震。截至目前，已确
认致至少98人死
亡、236人受伤。据
悉，尚无外国游客
身亡报告。

■中国驻登巴萨总
领事馆6日下午确
认，目前已有39名
中国游客被撤离至
安全地区，其中部
分游客已搭乘航班
离开。总领事馆将
继续密切关注中国
游客撤离情况。

印尼国家抗灾署发言人苏
托波·普沃·努格罗霍6日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龙目岛部分地
区电力和通信中断，位于震中
的北部地区房屋损毁严重，死
亡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

苏托波说，受桥梁垮塌、电
力中断和道路封堵影响，救援
人员尚未抵达部分灾区。

印尼军方说，已派遣一艘
装载医疗物资和后勤补给的船
只前往龙目岛。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
物理局网站消息，地震发生于
雅加达时间5日18时46分（北京
时间19时46分），震中位于西努
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北部陆地。5
日傍晚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
球物理局又记录超过120次余
震。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
局将震级从最初报告的7.0下
调至6.9。

龙目岛附近的另一旅游胜
地巴厘岛震感明显。视频显示，
巴厘岛上的人们尖叫着逃出房
屋，街道上车辆晃动。在龙目岛
上，士兵和救援人员用担架抬
着伤员前往疏散中心。因医院
被毁，不少人在户外接受治疗。

龙目岛7月29日发生6.4级
地震，致17人死亡、300多人受
伤，数百登山爱好者短暂受困
于林贾尼火山。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5日
晚发布消息说，地震发生后印
尼官方发布黄色海啸预警，21
时25分海啸预警解除。

记者昨日上午从中青旅、众信
旅游等多家旅行社了解到，所在地
游客目前确认安全无恙，部分客人
已处返航或在返航过程中。

中青旅控股公司品牌推广与
遨游网市场营销领域负责人徐晓
磊说，龙目岛这一两年才逐步被
中国人认知，是非常小众的目的

地，主要前往的是相对比较资深
的背包客。

记者了解到，龙目岛上的林贾
尼火山是龙目岛上名气最大的地
方，不少背包客要在火山中探险两
至三天，该火山正好位于龙目岛北
部，也是此次地震影响较为严重的
地区，目前该火山已经被封，由于
担心地震导致海啸，龙目岛周边潜
水等一切出海项目全部暂停。

此外，记者通过马蜂窝联系
到龙目岛当地负责一日游的地接
社，客服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岛
上的一切旅行项目暂停，“火山
封了，出海项目已全部停止，平
地上的酒店客人正在有序撤离，
游客还是别过来了。”该工作人
员表示。 （新华社、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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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目岛附近巴厘岛
震感明显

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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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名中国游客
已撤至安全地区

意大利消防部门 6 日说，当天该
国中北部城市博洛尼亚发生油罐车爆
炸事件，目前应急部门人员正在现场
进行处置。

消防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说，一辆油罐车在该市外围的环线公
路上发生爆炸，应急人员正在现场进
行处置。另据安莎社报道说，已有人员
在事故中受伤。目前油罐车爆炸的具
体原因尚不清楚。 （新华社）

意大利博洛尼亚
油罐车爆炸

现场黑烟滚滚

8月6日，游客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附近的
特拉旺安岛海滩上等待登船撤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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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强震

印尼龙目岛
8日内

印度尼西亚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5日晚遭遇8天内第二
次强震，已确认致至少98人死亡、236人受伤。

印尼国家抗灾署6日宣布，数以千计的房屋倒塌或严重损
毁，死亡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尚无外国游客身亡报告。由印
尼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救援队正在紧急撤离灾民和展开其他
应急行动。此外，距龙目岛不远的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也受到
本次地震影响。

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6日消息，数十名中国游客被困在龙
目岛西北部热门旅游地。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6日下午确
认，目前已有39名中国游客被撤离至安全地区，其中部分游客
已搭乘航班离开。总领事馆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国游客撤
离情况，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8月6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一处商店遭到地震损毁 新华社发

8月5日，印度尼西亚龙目岛，病人在震后被转移至医院外的停
车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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