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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难度大/
山体滑坡切断道路

地震造成数座城镇断电

伊朗政府分管赈灾的官员皮尔·侯
赛因·库利万德说，现阶段难以向一些
偏远地区派遣救援队伍，因为“地震引
发的山崩阻断了道路”。此外，重灾区
萨尔波勒扎哈卜县的一家主要医院已
经被严重损毁，被送至那里的数百名伤
员无法接受治疗。

伊朗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礼萨·拉
赫马尼·法兹利证实，军队正在赶赴震

区参与救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
社报道，30支医疗救援队已经出发前往
震区。

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说，超过7万
人需要紧急避难。卫生部呼吁民众为
伤员献血。

一名伊朗石油部门官员说，石油管
道和炼油厂尚未受地震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伊朗
和伊拉克数座城镇断电，由于余震不
断，两国数以千计居民不得不在户外躲
避。伊朗一家地震观测中心说，他们统
计到50次余震，预计还会有更多余震
发生。

记者连线/
来自德黑兰的伊朗导游：

所在地区
未受太大影响

地震发生后，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伊朗当地居民以及
现居伊拉克的华人获悉，目前，他们
所在地区均未受太大影响。

13日上午11点，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伊朗德黑兰的
阿里·巴拉尼。“地震发生时震感很
强烈，但因为距离远，所以虽然受到
了惊吓，但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人
受伤。”阿里·巴拉尼介绍，作为伊朗
首都，德黑兰距离本次震中较远，地
震中房屋几乎没有受损，通讯、交通
目前也都正常。他说：“我在当地当
导游，兼职司机，平时的工作就是接
待世界各地游客。目前，没有消息
和报道表明伊朗有中国游客因为这
次地震受伤或死亡。”

由于地震发生地位于在伊朗、伊
拉克两国边境。地震时，在伊拉克埃
尔比勒省工作的中国人齐女士正在
房屋二层晾晒衣物。“我老公突然开
始喊地震了，地震了，快跑！我们就
一起跑到屋前院子里去了。”齐女士
说，地震持续了约1分钟，周围的邻居
也纷纷跑出家门，“在室外，目测没有
房屋明显剧烈摇晃的情况。”

埃尔比勒省距离此次地震震中
约200公里。当地时间13日上午，齐
女士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地震并未
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

“没什么变化，该上班的继续上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

者 田之路 戴竺芯 何方迪 记者 杨雪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通讯社13日报道，靠

近伊朗西部边境地区的伊拉克
北部12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在
伊朗震区造成至少328人死亡，
超过4000人受伤，伤亡人数还
在迅速增加。报道说，此次地震
造成伊朗边境10多个省份震感
强烈。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地震震中距离伊拉克小
镇哈拉布贾 32公里，震级 7.2
级，震源深度33.9公里。

哈拉布贾位于人烟较少的
山区，更靠近伊朗边境，距伊拉
克首都巴格达200多公里，据伊
朗首都德黑兰约400公里。

据报道，科威特和土耳其的
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震感强烈/
距震中200多公里外
巴格达也有震感

地震后，据伊拉克国家电
视台报道说，首都巴格达及伊
拉克各省份、科威特和伊朗西
部均有强烈震感，大量民众走
上街道躲避。

据央视报道，距离震中
200多公里外的巴格达也能感
觉到强烈震感。

地震发生时，许多伊拉克
民众跑出房屋到室外躲避。多
地通讯和网络也出现了短暂中
断。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驻
地记者表示，在伊拉克巴格达
的震感持续长达20秒，而其他
省份的震感持续时间更长。市
民阿米尔表示，“当时和孩子正
在吃晚餐，但是突然整栋建筑
物都在摇晃。最开始我还以为
是发生了大爆炸，随后才听到
所有人喊地震啦。”

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地震
已经导致伊拉克北部地区部分
民居和建筑物倒塌。巴格达的
一些房屋也遭到毁坏。

近年罕见/
震中位于伊拉克境内
所幸当地人口密度不高

据央视记者报道，此次地
震是伊拉克近年来最严重的地
震。此前伊拉克也经历过几次
比较小的地震，但是震中都是
位于伊朗境内。这也是近年来
第一次震中位于伊拉克境内。
此次震级强度大，具有非常大
的破坏性。尽管本次地震强度
非常高，但是所幸本次地震震
中位于伊拉克山区，人口密度
较低。这也是跟邻国伊朗相
比，伊拉克境内并没有造成大
量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据报道，地震发生地医院
迫切需要医疗人员、医疗设备
和药品，以救治受伤民众。

官方也提醒民众远离建筑
物，不要使用电梯以防发生余震。

记者直击/
感觉整个楼都在摇晃
民众光脚跑下楼躲地震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媒体鲁
道新闻网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
在靠近震中的达尔班迪汗镇有4
人在地震中丧生，另有数十名伤
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新华社驻巴格达记者魏玉栋
说，当地时间晚上9点多，大家正
在办公室里，突然感到一阵剧烈
的颤动，感觉整个楼都在摇晃，然
后又是一震。分社两位记者意识
到可能是地震了，迅速从七楼跑
到楼下，当时楼下已聚集了不少
人，很多人都还没来得及穿鞋，光
着脚。

“为了赶稿，我们冒着危险上
楼跑回房间把电脑取下来，还带
了移动电源和衣服。11月的巴格
达夜晚已经很冷了，”魏玉栋说，

“大家在楼下发稿，忙到凌晨两点
多。”

新华社驻巴格达记者程帅朋
说，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
危机联合协调中心消息，地震已
造成500余人受伤。震中附近的
医院迫切需要医疗人员、医疗设
备和药品，以救治受伤民众。

据伊拉克媒体援引政府新闻
部门提供的信息，伊拉克总理海
德尔·阿巴迪正在跟踪震情，并已
经指示相关部门开展紧急救援。

据国际媒体报道，地震引发
山崩和断电，影响了救援速度。

屡遭强震/
伊朗横跨几条断层线
容易遭遇破坏性地震

此次地震发生在一条长达
1500公里的断裂带上，这条断裂带
从伊朗西部延伸穿过伊拉克东北
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介绍，
伊朗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最为活跃的
国家之一，横跨几条断层线，容易遭
遇地震，包括破坏性地震。

伊朗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地震
发生在1990年6月，它摧毁了北方
城市茹巴尔，曼吉尔和庐山以及数
百个村庄，造成大约3.7万人死亡，
30 万人受伤，,50 万人无家可归。
2003年12月发生在伊朗东南部城
市巴姆的强烈地震则造成了3.1万
人死亡，这座以泥砖建筑而闻名的
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随后，2005
年与2012年的两次地震中分别造
成了600多人和约300人死亡。

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央视、
《法制晚报》、人民网等

救援人员搜寻幸存者。

地震中受伤的民众在医院接受治疗。

一名男子蹲在地震中被破坏的房屋前。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本月初，四川海王星辰总部，为帮助成都地区1型糖尿病儿童，三
诺生物联合海王星辰正式启动了“甜蜜小孩”大型公益活动，活动开展
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据悉，本次大型公益活动期间，将举
行“小糖人”线上涂鸦大赛，市民可在线上或者四川海王星辰店面报名
参加，报名时间截止本月19日。报名后将通过线上投票评选方式选出
排名前列者，投票起止日期：11月10日00:00——11月24日18:00。
涂鸦大赛活动总计奖金高达万元，第一名将获得现金奖励3000元。

同时，做为甜蜜小孩系列活动之一的世糖日特别活动，三诺生
物联合四川海王星辰为成都市民提供三诺分钟诊所的免费检测，在
门店就可以完成血脂、尿酸、血糖、血压等多指标的快速监测，帮助
他们及时、准确的了解身体各项健康指标，给广大市民带来一种快
速医疗检测的新体验。

另外，三诺生物关爱“甜蜜小孩”的专项基金“甜蜜梦想基金”启
动仪式暨最美涂鸦大赛颁奖典礼将于11月25日举行。

“甜蜜小孩”大型公益活动正在举行
孩子们“涂鸦”最高可获3000元大奖

两伊边境发生7.2级强震

遇难人数超过300人
超过4000人受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连线伊朗导游：所在地区未受太大影响

伊朗近年遭遇的强震
2013年4月9日，伊朗南部沿海布什尔省遭遇6.1

级地震，至少37人丧生、850人受伤，一些村庄几乎被夷
为平地。

2012年8月11日，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遭遇
6.2级地震和6.0级余震，致死超过300人，致伤3000人。

2005年2月22日，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发生6.4级
地震，大约400人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

2003年12月26日，伊朗东南部古城巴姆遭遇6.8
级地震，3.1万人、即全市人口四分之一丧生。

2002年6月22日，伊朗西部加兹温省和哈马丹省
发生6.3级地震，造成至少500人死亡，1300人受伤。

11月13日，在伊朗克尔曼沙阿省萨尔波勒扎哈卜，人们经过在地震中被破坏的房屋。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
《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
遇规定》，自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

《规定》本着统一规范、
保障必需、从严从紧、合理
区别的原则，严格规范了军
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办公用

房、住房、用车、工作人员配
备、医疗等方面的待遇标
准。这是中央军委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
委十项规定要求的重大举
措和实际行动，彰显了以上
率下、严于律己、全面从严
治军的坚定决心。

中央军委印发《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

严格规范军级以上
领导干部待遇标准

云南丽江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12日晚通报称，针
对媒体曝光的丽江古城两
家客栈通过美团电商平台
进行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
争，存在服务品质低下、诱
导消费等行为进行了调查，
两家涉事客栈已由相关部
门正式立案，并根据初步调
查取证情况，责令其停业整
顿，配合接受调查。

虚假宣传
“管家”推销项目拿回扣

中央电视台11日报道
了丽江古城“风花雪月连锁
客栈（初见店）”和“亲的客
栈·丽江水墨印象店”两家
客栈的美团电商业务存在

“刷单炒信、自己写好评、差
评随意删”等不正当竞争行
为。新闻还报道了游客住
丽江客栈被蚊子咬醒，前台
工作人员调侃称“蚊子是宠
物，熏死一只赔一百”，引发
网友热议。

据央视新闻报道，李先
生在网上订购了一家“高档
客栈”，然而到达目的地之
后却极为失望，客栈环境与
网络配图极其不符，楼道上
随意摆放晾衣架、上面都是
衣服。更让人难以忍受的
是蚊子还特别多。爆料人
李先生说他凌晨3点就醒
了，由于蚊子骚扰一直无法
睡着。他到楼下去问客栈
前台的时候，前台居然调侃
他，蚊子是客栈养的宠物，
熏死一只一百块。

不少客人也反映，他们
也有和李先生一样的遭遇，
有的人经不住前台人员的软
磨硬泡，不得不缴费参加他
们推介的旅游项目。据业内
人士介绍，这些前台人员在
丽江被称为管家，每一家客
栈有2-3名，他们的工作就
是拉客人旅游购物，然后从
旅行社或购物店拿回扣。

在丽江古城的一些客
栈，让客人进行二次消费拿
回扣已成为一种常态。丽江
风花雪月连锁客栈一位管家
承认他们拿回扣的事实。

业内人士称管家一般会
向客人推介回扣高的旅游项

目，比如去拉市海骑马等，回
扣率一般在50%左右，有的
甚至更高。客人如果不肯参
加旅游购物，客栈一般会以
满房为由要求客人搬走。

遇到差评
每天打20个骚扰电话

据业内人士介绍，丽江
古城的新开客栈一般都要
通过刷单来提升排名，连续
刷单15天左右就能排到前
面。

业内人士说，好评分数
也是决定网上排名的一个
关键因素，丽江“风花雪月
连锁客栈初见店”和“亲的
客栈·丽江水墨印象店”的
好评分数都是5分，也就是
满分。记者看到，这些客栈
在客人结账的时候，管家都
会要求客人给五星的好评，
有的管家甚至拿过客人的
手机，自己给客栈写好评。

管家写完好评后，还把
好评内容拍下来。客栈管
家称，遇到客人给了差评，
他们就马上联系客人删除
差评。联系客人删除差评
时，客栈一般会提出给客人
红包返现，甚至称“可以退
一下房费，然后再退你500
块钱。”如果客人没有答应
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停地
进行电话骚扰。“老板交待
我们说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只能每天给你打 20 个电
话。”客栈负责人如此解释。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
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
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综合新华社、央视

刷单炒排名 强制写好评

丽江两家客栈被停业整顿

据中国南方航空官方微
博11月13日消息，11月13
日 21:35分，南航CZ6406
航班（南京-桂林）在飞行过
程中，机组发现货舱火警灯
亮，为确保飞行安全，机组立
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决定就
近备降长沙机场，飞机于
21：56安全降落。

机组按照手册规定，严
格执行紧急撤离程序，组织
全体旅客迅速从滑梯安全
撤离。航班共151名旅客，
其中1名旅客在经滑梯撤
离过程中脚踝受轻微伤，经

检查无大碍。全部旅客均
已妥善安置。

飞机经机务部门初步检
查确认未发现明火，有关情
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南航
将另调派飞机执行该航班。

南方航空官网显示，
CZ6406 航班系从长春出
发，经停南京飞往桂林，按
计划起飞时间为16:05，预
计到达桂林的时间为22:
25。飞机机型为波音737
型（B737-800）客机，机型
为中型机。
据中国南方航空官方微博

南航CZ6406航班货舱火警灯亮
安全备降长沙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