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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布扎比2月17日电（记者 苏
小坡）为期5天的第14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
展17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
心开幕。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组织 9
家军贸公司以“中国军工”国家展团形式参
展，展区总面积达1458平方米。

据介绍，“中国军工”国家展团集合声、
光、电等多种展览手段，重点展出包括

WS-600L多用途武器系统、C602中远程反
舰导弹武器系统、L15高级教练机、“麒麟”
级 常 规 潜 艇 、MRTV3000 型 护 卫 舰 、
ZDK-03型预警机、VT4型主战坦克在内的
防务产品，受到多方关注。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防务展共吸引来自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家企业参展，其
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空中客车、赛峰

等军工、航空和防务设备领域的世界知名企
业，突出展示智能化、大数据等尖端科技在国
际军工和防务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

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始于1993年，每两年
举办一次，目前已成为西亚和北非地区规模最
大、最具影响力的防务展，也是全球顶级防务
装备展览之一。2017年举行的第13届防务展
总交易额达191.77亿迪拉姆（约合52亿美元）。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5 日
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议诺贝尔和平奖评审
委员会给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与朝
鲜方面开始对话、推动半岛无核化。

特朗普15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回答记者
有关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月底在越南
第二次会面的提问时说，安倍“给我一封最美丽
信件的副本，他把这封信寄给那些发一个名为
诺贝尔奖的人们”。

特朗普说，推荐信5页纸，安倍写道：“我推
荐你，代表日本向你表达敬意。我请求他们向
你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他没有提及安倍向诺贝
尔评审委员会寄信的时间。

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美
朝领导人首次会晤，同意“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
定和平机制”。特朗普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
障，金正恩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
化”。特朗普说，自那次会面，他与金正恩建立
起良好关系。

提及美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朝方所作谈
判，特朗普说：“政府工作做得棒。（日本民众等）
感到安全。这是因为我。”

特朗普说，已向安倍表达感谢。“还有很多
人（与安倍）有同样想法……我可能得不了奖，
但无所谓。”

韩国总统文在寅曾说，应向特朗普颁发诺
贝尔和平奖。

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没有就这
封推荐信作回应。

印度国产最快列车15日投入运营，16日清
晨出现故障。铁路部门官员说，故障可能由牛
群“袭击”引起。当天晚些时候，列车恢复运行，
返回首都新德里。

疑牛惹祸
这一列车名为“范德·巴拉特快车”，意为

“致敬印度”，最高试验时速 180 公里，有“半高
铁”之称。列车始发站为新德里火车站，终点站
为位于北方邦东南部的古城瓦拉纳西。

“范德·巴拉特快车”15日首次运营没有面
向普通乘客，当天实际最高时速130公里。列车
从瓦拉纳西返回途中，16日清晨在距新德里大
约200公里的栋德拉附近发生故障，停止运行。

印度铁路部门官员说，故障可能与牛群“袭
击”相关。按这名官员的说法，其中一头牛钻入
列车车轮下，导致最后一节车厢通信系统发生
故障，影响整个列车的控制系统。

印度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处置故障车厢，列
车16日8时15分左右恢复运行，返回新德里。

两次遭袭
这不是“范德·巴拉特快车”首次遇袭。先

前试验运行中，列车至少两次遭人投掷石块，车
厢玻璃破裂。

去年12月一次试验运行时，列车从新德里
开往阿格拉途中，不明身份者投掷石块。事发
后数小时，铁路部门发表声明，呼吁民众不要破
坏铁路设施。

本月早些时候，列车驶往新德里，准备试验
运行，第二节车厢的玻璃被人击碎。铁路部门
官员说，没有人在这起事件中受伤，警方没有抓
到嫌疑人。

袭击事件似乎没有影响铁路部门官员对
“范德·巴拉特快车”的信心。铁路部长皮尤什·
戈亚尔说，列车首秀获得“积极反馈”，他受到鼓
舞。他决定下令制造“数百列”这种列车，尽可
能覆盖所有短途线路。

印度铁路线长度居世界前列，每天运行大
约9000个班次，乘客人次超过2200万。在印度，
坐火车是长途旅行的主要方式。

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印度铁路系统年久失
修，事故频发。印度议会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2015年至2017年累计超过4.9万人死于列
车险情。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参加竞选时承诺
整改老旧的基础设施，打造高速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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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2
月 17 日在孟
加拉国吉大
港拍摄的火
灾现场。

据 当 地
警方称，孟加
拉国吉大港
17 日发生火
灾，造成至少
9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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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厂枪案枪手系累犯仍持枪

阿尔巴尼亚

总理办公室遭示威者冲击
监守自盗

法国运钞车司机遭拘押

新华社电 法国一名运钞车司机16日受到检察机
关指控并遭拘押，缘由是涉嫌卷走310 万欧元（约合
2366万元人民币）押运款。

司机阿德里安·德尔贝现年27岁，11日上午在首
都巴黎北部郊区欧贝维利耶一处工会大楼外撇下两
名同事，携车内押运的310万欧元现金“失踪”。

运钞车随后出现在距离失踪地点几个街区外，车
门敞开，现金消失。

警方12日在法国北部距离巴黎大约160公里的
亚眠市逮捕德尔贝。警方闯入德尔贝藏匿的公寓时，
他试图跳窗逃走。

《巴黎人报》14日报道，警方在一辆遭遗弃车辆内
发现装有现金的袋子，清点后发现大约一半现金，另
外155万欧元（约合1183万元人民币）依然下落不明。

检方16日说，一名29岁女性可能是德尔贝的同
伙，当天受到指控并遭拘押。

法国2009年11月发生一起运钞车司机卷款逃跑
事件，司机托尼·穆苏林从法兰西银行位于法国第二
大城市里昂一处网点押运1160万欧元（约合8853万
元人民币）时出逃，随后遭逮捕，由法院判处 4 年监
禁。他卷走的大部分现金藏在一座车库的夹层墙内，
另有250万欧元（约合1906万元人民币）下落不明。

新华社电 阿尔巴尼亚总理
埃迪·拉马的办公室16日遭示威
者冲击，多人受伤。

拉马政府原先打算在首都地
拉那建造一条环形公路。检察机
关发现，一家承建这条公路部分
路段的企业伪造文件，获取1800
万欧元（约合 1.4 亿元人民币）政
府资金。拉马已将交通部长解
职，道路项目暂时搁置。

包括拒绝为公路让地的居
民，数千示威者 16 日在地拉那
集会，要求拉马辞职并重新选
举；部分示威者脱离人群，前往
拉马的办公室。

路透社报道，示威者手持铁
棍和汽油瓶，袭击总理办公室外
两座装饰物。警察使用催泪瓦斯
驱赶人群。混乱场面持续大约4
个小时，多人在冲突中受伤，包
括多名记者。

反对党民主党领导人卢尔齐

姆·巴沙要求拉马下台，威胁21
日再次示威。拉马指认反对党有
意煽风点火、加剧动荡，以掩盖
自身违法行为。

拉马 2013 年当选总理，他
所属社会党领导的政府让阿尔巴
尼亚经济恢复增长，2018年增长
率为 4%。不过，路透社报道，
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成果没有惠
及所有国民。

阿尔巴尼亚 2009 年加入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望2019年年
中启动加入欧洲联盟的谈判。欧
盟及其成员国呼吁冲突双方“尽
最大努力避免暴力和日后动荡”。

作为西巴尔干国家，阿尔巴
尼亚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就
道路建设，一些反对公路收费的民
众去年3月底示威，演变成暴力，
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打砸并点
燃多个收费亭。那是阿尔巴尼亚首
条收费公路，去年9月正式开通。

美国警方16日发布伊利诺伊州奥罗
拉市工厂枪击事件调查进展，证实5名工
友死亡、5名警察受伤，被警方击毙的枪手
加里·马丁是一名累犯。

依照法律，马丁被禁止持枪，但他
却堂而皇之地通过合法渠道购枪，制造
血案。

累犯·曝光
奥罗拉市警察局长克丽丝滕·齐曼告

诉媒体记者，马丁 1995 年在密西西比州
因严重袭击被定罪，据说他当时用棍棒殴
打、用刀刺伤女友。此外，他在伊利诺伊
州因涉嫌家庭暴力等刑事犯罪事件多次
遭警方逮捕。

不过，警方说，当他将近20多年后再
次申请购枪时，那些陈年旧事未必出现在
警方安全筛查流程中。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凶器是一把口径
点40、配装激光瞄准具的史密斯-韦森手
枪，由马丁2014年3月在奥罗拉一家枪店

购入。尽管前科累累，但是马丁凭借州政
府颁发的持枪证购枪，完全合法。

伊州居民申请持枪证只需提供驾驶
证，另附一张近照和10美元申请费，州警
察当局30天内会作出批准或驳回决定。

在美国，对手枪的监管比步枪之类
大型枪支更为严格。如果希望经常随身
携枪，必须申请《隐匿携枪证》，进而需
要提取指纹，经过更广泛细致的排查。
马丁过去的劣迹在他申请 《隐匿携枪
证》过程中曝光。

程序·疏漏
依照程序，警方已经提前获知马丁

不应拥有枪支，继而采取相应措施。
奥罗拉警长齐曼说，照理说，警方

应当会通知马丁，他的持枪证会被撤
销，枪支也须上缴。记录显示，这封通
知函已经寄出……

“事实摆在面前，一个心怀不满的人，
带着他本不该持有的武器，走到案发现

场，”齐曼在媒体发布会上说，“我不想把
整件事政治化，这是人为疏漏，我们会调
查警方是否有人跟进，到底哪个环节出了
问题？”

马丁现年45岁，是亨利·普拉特工厂
的装配工，案发当天带枪进厂。警方推
测，马丁显然知道自己面临解雇，被告知
这一决定后，拔枪开火……

根据警方发布的资料，死者包括工厂
经理、人事经理、工会负责人兼模具操作
工、仓库管理员兼叉车司机，还有一名第
一天开始实习的人事部门实习生。

马丁所在的工厂生产水管五金器
件。据上级企业介绍，马丁在这家工厂工
作 15 年，算是“老工人”。这次遭解雇是
因为屡次违规。

在马丁邻居吉尔达多·布拉沃眼中，
马丁是一个安静的人，经常摆弄遥控玩具
或无人驾驶飞机，“他看上去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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