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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客机 C919

新获 130 架订单

C
外事动态

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从中国商飞公司了解
到，9 月 19 日，中国商飞公司在第十七届北京
国际航空展上新获 130 架订单。C919 大型客
机客户总数达到 27 家，
累计订单 730 架。
据悉，这 130 架订单包括中核建租赁签订
40 架 C919 购机协议，20 架为确认订单，20 架
为意向订单；华宝租赁签订 30 架 C919 客机购
机协议，15 架为确认订单，15 架为意向订单；航
空工业租赁签订 30 架 C919 客机购机协议，15
架为确认订单，15 架为意向订单；农银租赁签
订 30 架 C919 客机购机协议，20 架为确认订
单，10 架为意向订单。
农银租赁曾经在 2012 年与中国商飞签署
45 架 C919 大型客机订购协议。这次的 30 架
使农银租赁成为 C919 成功首飞后首家增加飞
机订单的客户。
C919 是我国首款完全按照国际先进适航
标准和主流市场标准自主研发的单通道干线飞
机。2017 年 4 月，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受
理了 C919 型号合格证申请。2017 年 5 月 5 日，
C919 首架机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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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宁籍渔船

在黄海中部海域沉没
10 人遇险
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从威海市委了解到，9
月19日5时，威海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
艘辽宁籍渔船在黄海中部海域沉没，船上10人
遇险。
接报后，威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先后协调7
艘专业救助船及公务船、2艘拖轮以及15艘过
往商船、13艘附近渔船进行搜寻。目前，搜救
行动、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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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问题外长会

美国纽约发生客车相撞事故

外交部：妥善管控分歧

致 3 死 16 伤

新华社北京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9 日
表示，伊朗核问题外长会将于 20 日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举行，
中方希望各方凝聚政治共识，
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伊核全面协议执行行稳
致远。
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
说，经协商，伊朗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将于 2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外长会。本次会将
审议伊核全面协议执行进展，为协议后续执
行提供政治指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出
席。
他表示 ，全面协议是国际安全治理的
重要成果，也是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国
际热点问题的典范，对维护国际核不扩散
体系和中东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
方一贯坚定支持协议，深入参与协议执行
进程。
“我们希望各方通过本次外长会，
凝聚政
治共识，
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协议执行行稳致
远。
”
陆慷说。

新华社纽约电 美国纽约市法拉盛地区
18 日早晨发生公交客车与旅游客车相撞事
故，
造成至少 3 人死亡，
另有 16 人受伤。
纽约市警方在事故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上午 6 时许，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型
旅游客车在法拉盛一个十字路口相撞，事故
造成一名行人、一名公交车乘客和旅游客车
司机死亡，
另有 16 人受伤。
警方没有透露伤亡人员身份，并表示事
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一名警方人士对新华社
记者说，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记者
看到，
警方已封锁事故现场。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
数名伤者伤势严重。他表示，
目前尚
不掌握足够多的细节，调查还处于非常早期
的阶段。
对于这次交通事故造成路边一栋建筑严
重受损的情况，
德布拉西奥表示，
相关部门将
对该建筑的状况进行评估，确保该建筑不会
成为安全隐患。

美军计划

向阿富汗增兵 3000 多人
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18 日证实，美军将向阿富汗增兵 3000 多人，
以增强阿富汗政府军的作战能力。
马蒂斯此前已签署增兵的命令。在当天
举行的记者会上，他拒绝透露增派的具体人
数，仅表示将超过 3000 人。他还说，这次增
派的美军士兵多数已在前往阿富汗途中或已
接到派遣命令。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月 21 日公布对阿富
汗战争新战略，
说美国不会从阿富汗撤军，
强
调美军将依据实际战况、而非提前拟定的时
间表作出军事行动选择。
2001 年，美国政府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藏匿策划制造“9·11”事件的“基地”组织领
导人本·拉丹为由，率北约联军攻入阿富汗，
其驻军一度超过 10 万人。
在此次宣布增兵前，美国防部宣布驻阿
美军约为 1.1 万人。该数字远高于此前军方
对外公布的约 8400 人。国防部表示，新数字
包括了短期派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

9 月 18 日，在美国纽约市法拉盛地区，车
祸现场周围拉起警戒线。新华社记者秦朗摄

科威特证实驱逐朝鲜大使
新华社开罗电 据科威特通讯社报道，
科
威特外交部 18 日发表声明说，驱逐朝鲜驻科
威特大使和四名外交官是基于朝鲜未能遵守
联合国安理会对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以及核武
器的相关规定。科威特将继续高度关注朝鲜
半岛局势发展，
并呼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本月 17 日，有消息称科威特将减少朝鲜
驻科威特外交官名额，朝鲜大使和 4 名外交
官将被要求离境，但当天朝鲜和科威特政府
对此事均未作回应。

常 州 地 区 60 岁 以 上 离 退 休 人 员
免 费 报 名 申 领 专 业 健 走 鞋 ＋ 10 斤 鸡 蛋

专业健走鞋，也称“船型鞋”，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的一款走路就能锻炼身体的新一代运动鞋，获得多项
专利。设计成“前翘 33.3°，后翘 15.3°”船型底，是
经过上万次的运动力学测试的，完全契合人体走路时
“脚后跟先着地——脚心着力按摩——前脚掌发力带
动小腿大腿肌肉”的肌体习惯，将简单的走路变成科学
运动——健康走。
3 大科学设计，简单走变健康走
1、黄金船型底
前翘 33.3°、后翘 15.3°，神奇船型底设计，契合人
体足跟着地、到脚心、再到前脚掌发力的肌体习惯，让
简单走路变成科学运动—健康走。
2、24 根按摩柱
鞋芯中空结构，内嵌 24 根压力柱，健走时利用人体

重量让脚心受力，改变足底受力，减轻前掌和足跟疼
来，
脚底按摩，
通经活络，
有氧走。
痛，
还能直起腰背，
减轻腰椎、脊椎压力。
为了庆贺衡愈堂落户常州七周年，回馈更多的常
3、4 层鞋底
州老年朋友，特举办此次活动：
小分子透气层、记忆回弹层、高强度按摩层、链条
温馨提示：
防滑层，四合一高科技鞋底，走路时柔软舒适，回弹快，
1、由于经费有限，报名人数过多，每个地区限额
缓冲压力，
走路变有氧运动，
锻炼效果 1 顶 3。
200 名，
先报名者先得；
与普通鞋相比，穿上健走鞋的 3 大神奇之处！
2、所有申领人必须是 60 岁以上退休人员，仅限本
1、每一步，步幅大，纠正以前走路姿势，变大步走！
人领取，不能代领，每家一次机会，一次 2 个名额（夫妻
大步走，是穿健走鞋的第一大感受！健走鞋的鞋
同时到场优先办理）；
底，采用独特的帆船构造，契合人体足跟着地，到脚掌，
3、
所有申领人员请携带身份证退休证先到店报名登记
再到脚尖落地的健走习惯，而且能够纠正错误的、无运
姓名、
电话，
待物资到达后统一时间、
地点、
分批发放；
动效果的、甚至是有害健康的走路姿势。
4、所有申领人员请携带此报样办理报名；
2、提腰、挺背，保护全身关节，变直腰走！
5、报名时间：9 月 20 日早 8:30—9 月 22 日晚 5 点
直腰走，是穿健走鞋的第二大感受！孝夕阳健走 （名额有限，
报完即止，
请错开上班高峰期）
鞋鞋底采用的是立体中空减震设计，分布 24 根减震柱，
咨询热线：0519-86801750 83338680
走路时减震，减轻膝关节压力，呵护脊椎，引导中老年
报名地址：常州市天宁区延陵西路 19 号嘉宏世纪
人昂首挺胸直腰走，从而远离腰扭伤、骨损伤和肌肉拉
大厦 12 楼 1213 室（嘉宏蔚蓝天地）
（第二人民医院北
伤危害。
门对面）
3、呼吸持续均匀有力，走路不累，变有氧走！
乘车路线：坐公交车到小营前：6 、53 、212 、
有氧走，是穿健走鞋的第三大感受！普通鞋只有
220、231、23、902、903
一两层鞋底，而健走鞋有四层按摩鞋底，小分子透气
坐 BRT 到人民公园下车：B2、B12 、B11、Y1
层，不捂汗，不臭脚。记忆回弹层，用来坚固船形构
坐2路到保险大厦下车，
坐302到移动通信下车（因常
造。第三层是高强度按摩层，第四层链纹防滑层，穿起
州修建地铁，
部分路线有变动，
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