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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日表
示，菲律宾期待同中国加强经济和
贸易合作，进一步提升两国间传统
友好关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邀请，杜特尔特将于18日至21日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行前在总统
府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菲中
两国是友好邻邦，他希望通过此行
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谈两国合作
“菲中合作潜力巨大”

杜特尔特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给
予高度评价。他说，在中国，人民勤
劳、政令畅通。中国得到国际社会一
致尊重，可谓实至名归。

杜特尔特盛赞中国有着大国担
当，慷慨助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
时，还不忘帮助其他贫穷落后国家。
中国帮助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就
是很好的例子。

谈到菲中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
作，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有着丰富
的旅游、矿产和农副产品资源，中国
市场巨大，两国在这些方面可以实
现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

杜特尔特说，菲律宾需要同中
国保持友好关系，学习中国的成功
经验。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
经济和贸易运行平稳，中国的经验
值得借鉴。

谈南海问题
“我只愿跟中国谈”

谈到南海问题，杜特尔特表示，
在对抗和谈判面前，菲律宾选择谈
判。为一片水域而起刀兵，毫不足
取。他说：“多谈友谊，多谈经贸合
作，少谈分歧。战争不是出路。”

杜特尔特明确表示，反对他国
插手南海事务。他说：“我没有兴趣
让其他国家参与南海问题谈判。我

只愿跟中国谈。”他表示愿意同中国
共同开发这一水域。

杜特尔特对中国给予菲律宾扫
毒行动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与某
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不仅在口头
上对菲律宾的扫毒政策表示支持，
而且付诸行动。中国帮助修建的戒
毒所即将投入使用。

“有些国家只知道批评我们，明
知道我们没钱，也不愿帮我们一把。
中国人则不同。他们默默地帮我们
建了一个戒毒所，大家却还不知道。
这就是中国人的真诚，”他说。

谈一带一路
“望中国提供软贷款”

杜特尔特还表达了菲律宾加入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
愿望。他说，菲律宾目前百业待兴，
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亟须加
强，但菲方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

“没有铁路，任何国家都难以实
现快速发展。菲律宾需要铁路，希望
中国能给我们提供软贷款。给我们
一点时间，我们慢慢还，”他说。

谈到此次中国之行，杜特尔特
说，尽管以前曾多次去过中国，但这
次是他担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他
将利用这个机会同中方开展对话，
以期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我这次去中国就是要开展对
话，争取得到坚定支持。我们愿意同
中方开展合作，希望中方帮助建设
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希望中国能助
菲律宾一臂之力。”杜特尔特说。

菲律宾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
邦，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
目前在菲约有200万华侨华人。杜特
尔特说：“帮助菲律宾，也是在帮自
己的华人兄弟。”

“我外公就是华人，只有中国
才会帮助我们，”杜特尔特很诚恳
地说。 （新华社）

10月17日15时14分，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发生的
6.2级地震波及西藏自治区交界
地区，多个乡镇震感强烈，目前暂
无人员伤亡情况报告。

据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应急处
介绍，青海杂多6.2级地震震中距
离西藏自治区边界最近乡镇为30
公里，西藏那曲地区巴青县县城、
贡日乡有明显震感。巴青县贡日
乡介绍，地震发生时震感比较强
烈；西藏昌都市应急办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昌都市丁青县木塔乡、
布塔乡震感明显，县里已派工作
组实地核查灾情。

地震造成杂多县县城部分
房屋开裂，县城主干道交通一
度发生拥堵。目前，杂多县城交
通已恢复畅通，县城生活秩序
基本正常。

据青海省地震局消息，此次
地震震源深度9千米，震中距离杂
多县城57公里，距离最近的该县
阿多乡20公里，震中海拔4700米
左右，处无人区。地震发生时，杂
多县城震感强烈，居民一度外出
避震，相邻的西藏昌都丁青县嘎
塔乡有较强震感。

据杂多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发现县政府所在地萨呼
腾镇加索卡路有部分居民家中房
屋出现两三厘米宽的裂缝，一些
房屋窗户玻璃被震碎。该县全部
学校于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停
课，学生被疏散至操场。

据介绍，该县县城的水电路、
通讯等基础设施目前一切正常。
阿多乡乡长及党委书记已到达震
中地区，对人员及房屋情况展开
摸底调查。

据了解，玉树州公安局消防
支队已启动2级地震应急预案，人
员已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青
海省公安厅厅长助理李国如带领
相关人员正赶往杂多县。

青海省地震局根据人口热力
数据初步分析，地震震中周边20
公里范围内的人口极其稀少，50
公里内约1.2万人，100公里内约
1.3万人。

“在对抗和谈判面前，菲律宾选择谈判。为一片水域而
起刀兵，毫不足取。”

“多谈友谊，多谈经贸合作，少谈分歧。战争不是出路。”
“我没有兴趣让其他国家参与南海问题谈判。我只愿跟

中国谈。”
“有些国家只知道批评我们，明知道我们没钱，也不愿

帮我们一把。”
“中国人默默地帮我们建了一个戒毒所，大家却还不知

道。这就是中国人的真诚。”
“菲律宾需要铁路，希望中国能给我们提供软贷款。给

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慢慢还。”
“帮助菲律宾，也是在帮自己的华人兄弟。”

特朗普抨击希拉里“嗑药”
“我们应该药检”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15
日再曝惊人言论，指责民主党对手希拉
里在第二场总统电视辩论期间的活跃
表现缘于“嗑药”，要求她接受药检。

最近数日，先后有10名女子指认
特朗普曾对她们不轨。缠身“非礼门”
之际，特朗普的反击策略是：一方面攻
击对手希拉里“嗑药”，另一方面抨击
美国选举存在舞弊。

特朗普15日在新罕布什尔州朴次
茅斯市一场竞选集会上说：“我们应该
（在举行第三场总统电视辩论）之前接
受药检，因为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
在上一场辩论中，她一开始就兴奋得
不得了，到最后却变成，‘嘿，扶我下
去’，她几乎无法走到汽车旁。我认为
我们应该接受一次药检，反正我是愿
意接受检查。”

“我们就像运动员，”特朗普说，
“运动员都必须接受药检。我认为，我
们也应该在（10月19日第三场总统电
视）辩论之前接受药检。为什么不呢？”

当现场有人询问特朗普具体是指
希拉里吸食何种毒品以提高辩论表现
时，特朗普没有予以回答。

本月早些时候，一个支持特朗普
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放了一则竞
选广告，质疑希拉里的身体状况不适
合出任总统。广告词说，“如果运动员
参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之前需
要接受药检，那么（总统）竞选者参加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之前难道不
应该接受药检么？”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眼下特朗普
和希拉里的身体状况均受到密切关
注。有人注意到，特朗普在前两场电视
辩论中频繁抽鼻子。佛蒙特州前州长
霍华德·迪安在一条“推特”微博客中
暗示特朗普可能吸食可卡因，但后来
就这一言论作出道歉。

希拉里9月出席公开活动时身体
不适，由人搀扶退场，后证实罹患肺
炎。知情人士随后曝出，希拉里早有患
病后“硬扛”的先例，讳疾将近20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眼下
陷入“非礼门”丑闻，但是他落后于希
拉里的差距并未显著拉大。美国广播
公司与《华盛顿邮报》16日发布的一项
联合民调显示，眼下希拉里、特朗普的
支持率分别为47%、43%；而在第一场
电视辩论后，两人的支持率分别为
46%、44%。

特朗普15日发送多条“推特”，指
责美国总统选举存在舞弊。他暗示，如
果他11月8日败选，那么这场选举一定

“被人动过手脚”。
特朗普在一条“推特”中写道：“百

分之一百动过手脚，（有关非礼的）指
控纯属捏造，幕后推手是媒体和希拉
里竞选团队，可能会毒害美国选民的
思想。补救！”

他在另一条“推特”里说：“媒体助
推虚假、毫无根据的指控和赤裸裸的
谎言，选举存在舞弊，就为了把无耻的
希拉里选上台！”

（新华社）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
魏鹏远一审被判死缓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17日
公开宣判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
魏鹏远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对
被告人魏鹏远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
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
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
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
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
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
魏鹏远受贿所得财物和来源不明财产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4年，被
告人魏鹏远先后利用担任国家发展计
划委员会基础产业发展司煤炭处副处
长、煤油处调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能源局煤炭处处长、国家能源局
煤炭司副司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在煤炭项目审核、专家评审及煤炭
企业承揽工程、催要货款、推销设备等
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2.1170911317亿元；
魏鹏远还有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
入，不能说明来源。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魏鹏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魏鹏
远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
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构成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应数罪并罚。其中，
魏鹏远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
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
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论罪
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
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
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
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
不立即执行。同时，根据魏鹏远的犯罪
事实和情节，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决
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假释。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新华社）

青海省地震局预报中心副研
究员屠泓为介绍，自1900年青藏
高原有详细的地震记录以来，青
藏高原平均每1.3-1.7年就要发生
一次6级以上地震。

“应该说这个地区5级以上地
震发生的频率属于正常。”屠泓为
说。屠泓为告诉记者，基于青藏高

原的特点，青海省地震部门针对
这一区域发生的震级比较大的地
震都会进行对比研究，有针对性
地进行安全性评价，并严格设防
要求。如果在新农村建设当中，完
全按照相关标准建设，像这次一
样震级的地震应该是没问题的。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6.2级地震
又是玉树
杂多县城部分房屋开裂，暂无人员伤亡情况报告

地震专家解析青海杂多地震

震级大 损失小

又是玉树又是玉树，，66..22级地震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震源深度只有99公里公里，，而且余震频而且余震频
繁繁，，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玉树何以成为地震高发玉树何以成为地震高发
区区？？带着这些疑问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青海省地震局有关专家记者采访了青海省地震局有关专家。。

地震损害有多大？

记者从青海省地震局了解
到，截至17日19时，青海杂多6.2级
地震共记录到余震155次，最大震
级为4.2级。来自各方面的消息显
示，除个别房屋出现裂缝受损之
外，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本次地震发生在杂多上拉
秀断裂与莫云结多断裂交会区
域，震中位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
州与西藏交界处，海拔4700多
米。”青海省地震局副局长哈辉介
绍，截至目前，杂多6.2级地震尚无
人员伤亡报告，但离震中最近的

阿多乡政府所在地有个别房屋出
现裂缝。

另据杂多县政府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发现县政府所在地萨呼腾
镇加索卡路有部分居民家中房屋
出现两三厘米宽的裂缝，一些房屋
窗户玻璃被震碎。为安全起见，该
县全部学校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
间停课，学生被疏散至操场。

哈辉告诉记者，由于震区人员
居住比较分散，其他情况正在进一
步了解中，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失不很严重。

何以震级大损失小？

据介绍，杂多地震发生后，青
海省地震局与中国地震局监测预
报司、台网中心召开视频会商会，
进行了震后趋势研判。

“根据历史地震序列、构造活
动特性及地震活动性等相关分
析，初步认为本次地震为主余型
地震，后续余震活动水平为5级左
右。”哈辉说，所谓主余型地震，就
是主震之后，后续余震的强度会
逐渐减弱，破坏性逐渐减小。

哈辉分析认为，6.2级地震，震源

深度只有9公里，而且余震频繁，之
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
产损失，最主要的原因是震中位于
无人区，而且周边牧区人口密度小。

“震区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仅
为每平方公里2人，人口密度小，
带来破坏性损失自然就少。”哈辉
说，另外2010年玉树“4·14”地震
之后，在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
中，当地房屋的设防标准有了很
大提高，这也是这次地震造成的
损害不大的一大原因。

玉树地区地震频率是否正常？

针对今年第 21 号台风“莎莉
嘉”、第22号台风“海马”可能造成的
影响，国家减灾委、民政部17日9时
紧急启动国家救灾预警响应。

17日，广西、海南全力应对即将
来袭的台风“莎莉嘉”，海南关闭所
有景区，三沙转移安置近千名渔民
和建筑工人。

受“莎莉嘉”影响，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启动防台风红色预警。截至
17 日 13 时，美兰机场共取消 5 架次
航班；海南各市县所有景区于17日
中午12时前关闭；全省涉海、涉水、
漂流、登山、探险等旅游项目及景区

内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17 日中午 12
时前全部停止运营。

气象部门预测，预计台风“莎
莉嘉”将于18日中午前后在海南文
昌到陵水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
计风力14至16级；19日下午到夜间
将在越南东北部到广西西部一带沿
海再次登陆。

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海马”
已于 17 日 8 时加强为强台风级别，
预计“海马”将以 20 到 25 公里的时
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
强，20日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趋向
粤东海面。 （新华社）

警惕双台风
海南关闭所有景区

13日，马尼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10月17日，大批船只停靠在海南省三亚港避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