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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在S-400上摊牌

美方谨慎应对

据新华社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
7月 12日表决通过 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
法案及其修正案，限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情况下对伊朗动
武的权力。

民主党人占据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当天
表决，以220票赞同、19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
国防授权法案；另外以251票赞同、170票反
对的结果通过对这一法案的修正案，20 多
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下赞成票。修正案规定，
除非出于自卫或获得国会明确批准，否则国
会不会拨款支持军事打击伊朗。

国防授权法案涉及其他多项内容，包括
拒绝特朗普要求在古巴关塔那摩修建新监
狱所需 8800 万美元拨款，禁止特朗普政府
将军费用于修筑美墨边境墙，解除关塔那摩
监狱在押人员不能转移至美国的禁令。

据新华社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当地时
间7月13日称，如伊朗方面确保此前被英国
扣留的油轮目的地并非叙利亚，英国愿释放
该油轮。亨特是当日与伊朗外长扎里夫通
电话时作上述表示的。英国舆论认为，这一
表态为改善因油轮被扣事件导致的英伊两
国紧张关系带来了新契机。

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当局本月初在
英国海军协助下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

“格蕾丝一号”，称其违反欧盟制裁令、向叙
利亚运送原油。伊方则否认这一指责，要求
立即释放被扣伊朗船只，并警告英国不要玩

“危险游戏”。

据新华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亚投行）理事会当地时间7月
13 日批准贝宁、吉布提、卢旺达加
入亚投行。至此，亚投行成员总数
达到100个。

亚投行理事会是在卢森堡举行
的第四届理事会年会上作出上述决
定的。根据相关规定，此次新增的
三个域外成员尚需完成各自国内程
序并向亚投行缴纳首笔注资，才能
成为正式成员。当天，亚投行理事
会还选举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为第
五届理事会主席，并决定亚投行第
五届理事会年会将于 2020年 7月 2
日至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

刘昆指出，亚投行成员数量达
到100个，顺利获得联合国大会永久
观察员地位，贷款总额达到 85亿美
元并成功发行首笔美元全球债券，
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和政策，已
成为多边开发体系新的重要一员。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
行成员占全球人口的 78%，占全球
GDP 的 63%。“在所有成员的支持
下，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精简、廉洁、
绿色的机构，支持各成员实现可持
续发展。”

截至目前，亚投行已批准 18个
成员的46个贷款项目，贷款总额85
亿美元。

据新华社 7月13日晚，由
上海大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
剧院联合制作的原创昆剧《浮生
六记》在沪首演。近3小时的演
出，以跨越生死的深情挚爱、充
满江南空灵优雅气质的舞美呈
现打动观众。

《浮生六记》的故事发生在
苏州等江南城市。作者沈复是
清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
以自己和妻子芸娘的爱情生活、
坎坷际遇写成的自传体散文，文

笔清雅、真挚动人，有“小红楼
梦”之誉。两年前，上海大剧院
决定将《浮生六记》搬上昆曲舞
台，力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联合制作。原汁原味的苏州故
事和江南文化，在上海舞台上实
现“嬗变”，见证了长三角文化资
源的充分融合。

昆剧《浮生六记》由青年编
剧罗周执笔、青年导演马俊丰执
导。优秀青年昆曲演员施夏明、
单雯主演。

据新华社 记者从安徽省应急
管理厅获悉，7 月 14 日 10 时，安徽
省长江干流汇口站水位超警戒水
位，预计大通、芜湖、马鞍山站将接
近或超警戒水位。当日12时，安徽
启动防汛Ⅳ应急响应。

长江中下游发生2019年第1号
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7月14日10
时，安徽省长江干流汇口站水位
20.02 米，超警戒水位 0.22 米，预计
大通、芜湖、马鞍山站将接近或超警
戒水位。水阳江发生超警洪水。

北京城市副中心
推出多项措施发展“夜经济”
据新华社 深夜食堂、24小时

经营店、运河夜游……北京城市副
中心推出多项措施发展“夜经济”，
更好地满足公众夜间消费需求。

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了
解到，通州区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
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工作
方案》。方案提出，打造和形成各具
特色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发展深
夜食堂项目，推动 24小时经营店发
展，打造夜间赏景，推出夜间文化休
闲、赛事活动。

很多在北京中心城区工作的
“上班族”在通州区置业，且居住较
为集中。这些人群消费能力强，餐

饮、购物、休闲、文化等夜间消费需求
旺盛。在国贸工作、居住在通州梨
园的市民何杰说，以前晚上回到通
州，没什么地方休闲，现在有精致的
酒吧、24小时的健身房，副中心越来
越时尚了。

据了解，通州区将在地铁八通
线沿线、行政办公区等重点区域发
展深夜食堂，与购物中心的购物、观
影、娱乐等消费业态融合发展；鼓励
品牌连锁企业建设 24小时便利店；
鼓励发展 24 小时书店、24 小时药
店、24小时影院等。通州区将配套
夜景亮化、美化工程改造，完善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

武汉一百年历史建筑顶层武汉一百年历史建筑顶层
遭大火损毁遭大火损毁

据新华社 7 月 14 日 15
时许，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
街 245 号的江汉饭店突发火
情，现场浓烟滚滚。截至18时
许，火势基本得到控制，相关部
门仍在现场处置。火灾未造成
人员伤亡。这座百年历史建筑
的顶层在火灾中被损毁。

记者现场看到，发生火
灾的江汉饭店是一栋 5 层楼
历史建筑，位于汉口江汉路
步行街附近。起火点位于 5
楼顶层，火势较大。消防部
门先是在地面用高压水枪压
制，后用云梯运送消防员到

顶楼火场实施扑救、灭火。
记者看到，江汉饭店外

围有隔离围墙，起火前正在
装修。据武汉市相关部门通
报，现场初步判断起火原因
为江汉饭店外立面改造，起
火部位为5层楼楼顶，燃烧物
质为木材等。目前现场已得
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火
灾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了解，江汉饭店是一
栋百年历史的老建筑，饭店
于1910年开业。

据新华网 7 月 12 日 9 时许，
安徽省合肥野生动物园一只黑猩
猩从兽舍内脱逃，监控画面显示黑
猩猩在门口“一脚踹飞”工作人
员。野生动物园宣传科工作人员
介绍，黑猩猩是利用竹子从兽舍内
翻出，其名字为“阳阳”，今年 12
岁，是一只公黑猩猩。“阳阳”已被
安置在新的猩猩馆，精神状态很
好。据媒体报道，“阳阳”曾有越狱
史，但几次“越狱”无果。

全 国各地

国 际时讯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
限制特朗普对伊动武

英国称愿有条件
释放伊朗被扣油轮

据新华社 第四架装载 S-400 型防空
导弹系统的俄罗斯货机当地时间 7月 13日
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土国防部前一日
宣布，从俄罗斯购买的S-400型防空导弹系
统首批设备当天运抵安卡拉附近的穆尔特
德空军基地。

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在 S-400 首批设
备运抵安卡拉后对土方进行了谴责，并呼吁
立即对其实施制裁。但白宫、国务院和五角
大楼却保持沉默，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表态。

土安全问题专家梅廷·居尔灿认为，美
国国会很可能在对土制裁时间上展现出灵
活性，但制裁难以避免。一旦制裁启动，土
美关系将倒退，不仅会影响到F-35项目，还
会影响到两国其他领域合作。

美军长期使用土境内的因吉尔利克基
地并在基地内储存核武器。专家认为，考虑
到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同时也担心制裁力度
过大将导致土耳其收回因吉尔利克基地使用
权，美国可能会对土实施相对温和的制裁。

亚投行成员增至100个

▲与会代表在中国展区了解亚投行2020年北京年会的会场模型。

长三角联袂打造
原创昆剧《浮生六记》

长江干流安徽段超警戒水位

合肥野生动物园黑猩猩“越狱”
一脚踹飞工作人员

▲江汉饭店（资料图）

地址：人民南路南园宾馆旁
电话 84858108，84825844

新疆喀纳斯、天山天池、五彩滩、白沙湖、魔鬼城、火焰山、大巴扎双

飞 8日游,7月 30日,8月 10日、17日、24日 3999元/人
桂林双飞 4日游，7月 17日 2280元/人
瑞士+法国 12日游，9月 6日 10999元/人

假日旅行社
7月30日，北京一飞一高五日游 2780元/人
7月 16日恩施双动五日游 3280元/人
7月16日北戴河、承德、坝上草原双高六日游

4280元/人
7月 28日港澳双飞五日游 3799元/人

舜天国际旅行社

地址：江平路 156 号（老体育场西侧）
电话：84858760 84858761

热线：84828737 84838747

地址：江平路上海城东首

青年旅行社
省文明单位 省示范旅行社

●南非、印度、摩洛哥、土耳
其、阿联酋等地深度游已上线，
具体请至门店咨询。

天天出游 靖江旅游市场“晴雨表” 欢迎靖江各家旅行社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84910259

旅游新线推介、旅行社品牌宣传……

天天出游 靖江旅游市场“晴雨表” 欢迎靖江各家旅行社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84910259

旅游新线推介、旅行社品牌宣传……

天天出游 靖江旅游市场“晴雨表” 欢迎靖江各家旅行社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84910259

旅游新线推介、旅行社品牌宣传……

天天出游 靖江旅游市场“晴雨表” 欢迎靖江各家旅行社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84910259

旅游新线推介、旅行社品牌宣传……

华夏旅行社 代售火车票（现场出票5元）
飞机票（特价）

电话：84866337 13952648890

长江国际旅行社

地址：南环东路12号（新江海南门向西200米）
电话：84827800 13365222345（同微信）

上海海昌海洋主题公园一日游 328元
无锡融创乐园日夜游欢乐一日游 268元
常州恐龙园侏罗纪水世界一日游 99元
苏州虎丘湿地、隆力奇小镇一日游 99元
泰山公园、溱潼古镇一日游 99元
扬州双峰云栈、东关街一日游 99元

新天地旅行社

地址：骥江东路1号（城中小学东侧）
热线：84895077 84819220
13812398699 微信：zxufu002

普陀山二日游 638元/人
北京一飞一高铁五日游2180元/人
日本本州双飞六日特价3899元/人

A.夜游华西村空中玻璃栈道+江阴飞马城 168元/人 儿童：98元/人
B.飞瀑栈道大明山、浙西大龙湾、龙井峡激情漂流纯玩二日游 368元/人
C.横店影视小镇探秘、微视频体验、夜游梦幻谷亲子二日游 598元/对
D.宁国青龙湾、碧云龙泉洞、木屋风情园纯玩送餐木屋二日游 458元/人起
E.南通扬泰自组团直飞张家界，包机回馈游客五月最早16/23/30全程四星住宿
升级一晚五星客栈，天门山/玻璃栈道/天门洞/凤凰古城/黄龙洞/芙蓉镇/烟雨张
家界表演 899元/人+899元/人

大桥旅行社 城区门店地址城区门店地址：：靖江市靖江市幸福路幸福路 1818 号号
电话电话 1392173518113921735181（（微信微信同号同号））

上海海昌一日游 328元/人 上海城隍庙、外滩一日游 99元/人
常州恐龙园夜游 138元/人 无锡拈花湾夜游 118元/人
青岛海边三日游 798元/人 象山玩海激情漂流二日游398元/人
厦门双飞四日游 2099元/人 张家界、凤凰古城五日游2180元/人
北京飞高纯玩五日游2650元/人

另：暑期新线路已出，请至店内咨询，高考生、中考生凭准考
证有更多优惠。

行知旅游文化

18952605395 19951161158

2019年行知研学夏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