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新网消息 据外媒报道，近

日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

表示，英国“脱欧” 应支付的“分手

费”数额至少应为 600亿欧元。

据报道， 塔亚尼在接受德国媒

体采访时称， 如果英欧最终商定的

“分手费” 比 600 亿欧元少的话，这

个差额将会由欧洲公民来填补。

“但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

或荷兰人为什么要为英国人付账

呢？ ” 塔亚尼补充道。

按照规定，英国需要在 2019 年

3月之前完成“脱欧”程序。 但截至

目前，英欧双方已进行了六轮“脱

欧” 谈判，均无实质性进展。 其中

“分手费”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据悉，英国希望在 2019 年之后

建立两年的“过渡期” ，在此期间英

国将支付给欧盟大约 200 亿欧元的

预算费用， 但欧盟要求英国仍履行

其支付会费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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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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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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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7 年 11 月 20 日—11 月 24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检修停

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知道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贵阳供电局

10千伏关八线 316-3162开关区段、中园线

8543-8544开关区段

11月 20 日 09:30-18:00

解放路兴关路口至军区路口路段：筑

厦房开、贵勘院、龙华房开、肛肠医

院、猫猫坡、法院电热、空招、大中房

开、天宝科技、省科委等；

贵

阳

城

区

停电区域

停电日期及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10千伏兴九线全线

11月 21 日 09:30-18:00

10千伏桥蔡线 27#开关至桥蔡 0180联络开关

省工商局、物资储备局、安云路、凤蝶巷沿线

三桥枫丹白露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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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1 日 9:00-19:00

11月 22 日 09:00-19:00 10千伏兴兴线全线

解放路兴关路口至体育馆路段：邮车总

站、二七路、中铁二局宿舍、金鹏大厦、铁

二局房产处、贵棉 4号、中铁五局房产

处、铁路防疫站、乡镇企业局等；

10千伏桥浣线 4572号环网开关后段

浣纱路部分路段：盐业公司、众诚公司、

银海公司、工学院宿舍、工商局变、立云

酒店、市西地下城、工具厂变、裕华房

开、隆华房开、运输三场、商业储运公

司、南方公司、金筑站、化工厅、帆布厂、

灵灵房开等；

11月 23 日 9:00-19:00

11月 22 日 09:00-18:00

10千伏阳寨线 215号开关后段

中铁八局、阳关小寨等

11月 22 日 09:00-18:00

10千伏朱湖线

贵阳市政工程、百花食品厂、贵阳金阳

宁江山泉水厂、李家冲公变、小寨公变、

高寨村、石操村、朱金石灰砂石厂、朱昌

高寨茶场、乌当建设局、朱昌水厂、金钟

村、朱昌镇人民政府等

停电区域

停电日期及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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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 日 09：30—17：30

10千伏孟碧线大兴湾 1#变

供销社配变

11月 22 日 09：30—17：30 10千伏龙冶线 7073号开关至 66号杆之间

11月 21 日 09：30—17：30

10千伏孟水线 703开关至 6852开关之间

11月 21 日 09：30—17：30

10千伏孟水线供销社配变

花溪城乡地产、孟关汽贸汽车城、海利川

商贸施工、孟关村新街、上板桥、孟关村

民委员会、南环线孟关收费站、上板桥

11月 22 日 09：30—17：30

10千伏龙筑线二福路 01号环网柜 03开关

至 103号开关之间龙化线 146号开关至 405

号开关之间

大兴湾 1#变

图云关隧道配电房、银行学校、白云冶

炼厂、206宿舍、马跑井、金筑大学

11月 24 日 09：00-18:00

10千伏朱金西线

石头村、豆关村、青龙村、友祥砂石厂、

国际教育城、轻轨一号线施工变、窦关

公变台区、窦官小学专变等

11月 23 日 09：-18:00

10千伏迎源线 210环网柜至 212环网柜

龙瑞苑、龙兴苑、龙佑苑、龙泽苑、龙嘉

苑、龙吉苑等

11月 23 日 09:00-19:00

10千伏马华线 03号开关 -04号开关区段线路

市政路灯、野鸭中学、德尔房开、高坡

哨、新化塑料厂、茶园村委、贵阳华通汽

车公司、中铁一局、龙泉五组、高远橡胶

配件厂、万科远通房地产公司、华跃汽

贸、茶园塘边茶园林场等

11月 24 日 09：00-18:00

10千伏朱郝线

茶饭村、长冲村、郝官村、赵官村、窦关

村、金朱路、友祥砂厂、金阳砂厂、砂厂、

青龙村、窦关自来水、青龙砂厂

御景新城、好风光生态旅游、贵州省交

警总队管理中心、公安厅物证鉴定中

心、双港温泉贵阳学院施工、贵阳学院

电教中心、水利十四局、警官学校、环星

实业公司、

11月 22 日 09：30—17：30

10千伏龙红线龙场工业公司 3号环网柜 012

开关至 703B开关之间

贵阳学院、西南农产品、公路工程局、

东部新城兴业北路、鸿福物资回收八

回收站

11月 23 日 09:30-17:30

10千伏江上线小寨变

小寨变

11月 23 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 2014开关后段

西南环线施工 2号变、谷立四组、石龙

张家凹、石龙长坡、冶金建设公司、冶金

建设公司

11月 23 日 09:30-17:30

10千伏小武线 673号开关后段

一鸣房开施工、一鸣房开小茶山、李绍

祥、小河消防队、毛寨九组、国绍美机械

加工

11月 24 日 09：30-17:30

10千伏孟轻线洛飘 4#变

洛飘 4#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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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伊拉克两国300余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

据新华社电 伊朗官方媒体 13

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12 日晚发生

在伊朗与伊拉克边境地区的地震已

经致使伊朗方面至少 328 人死亡，

2500多人受伤。

加上伊拉克方面统计的丧生人数，

这场强烈地震已经致死超过 330人。

国际媒体报道，地震引发山崩和

断电，影响了救援速度。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

消息，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哈莱卜杰

西南 32公里处当地时间 12日晚 9时

18 分（北京时间 13 日 2 时 18 分）发

生 7.2级地震，震源深度 33.9公里。

伊朗国家电视台 13日报道，地震

共造成伊朗方面至少 214 人丧生，另

有 2504人受伤。 稍晚些时候，伊朗学

生通讯社报道，死亡人数已经增至 328

人，并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路透社报道，这次伊朗方面受地

震影响最严重的当属克尔曼沙阿省。

在这个省的萨尔波勒扎哈卜县，至少

142 人死于地震， 当地距离两伊边界

15公里。

伊拉克中央政府方面尚未公布

地震伤亡人数；但库尔德自治区卫生

部门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至少 4 人

死亡，另有至少 50 人受伤；另据法新

社报道， 地震造成位于伊拉克北部、

隶属库区的苏莱曼尼亚省 6 人死亡，

大约 150 人受伤；伊拉克红新月会公

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地震造成伊拉克

8人死亡，至少 420人受伤。

按路透社的说法，伊拉克受灾最

严重的地区是达尔班迪汗镇，当地位

于苏莱曼尼亚省首府苏莱曼尼亚市

以东 75 公里处。 库区卫生部长雷考

特·哈马·拉希德说， 当地 30 多人在

地震中受伤。

两伊边境发生7.2级地震

救援：断电缺医

■相关链接

伤亡人数仍可能上升

■灾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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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的省份苏莱

曼尼亚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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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地震发生时，土耳其部

分地区也有震感。 震后，土耳其向

伊拉克派出医疗队并组织运送人

道主义救援物资。

报道称，此次地震的震中靠近

伊朗和伊拉克的边境地区。 伊朗西

部边境地区震感强烈。 据伊朗劳动

新闻社报道， 伊朗至少有 14 个省

份受到地震波及。 当地媒体援引伊

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地震已在

该国造成 129 人死亡，另有上千人

受伤。 据伊朗媒体报道，地震造成

伊朗边境数十个村庄损毁严重，水

电供应中断。

报道援引该省官员的话称，现

在仍有人员被掩埋在废墟之中。 伤

亡人数还可能上升。 伊朗内政部部

长表示，夜晚使得直升机很难前往

受灾地区， 而一些道路也被切断。

报道称，受灾地区的很多房屋都是

土坯制造而成，在地震中很容易被

摧毁。

报道称， 很多民众还心有余

悸，截至当地时间凌晨在寒冷的天

气中，仍在街头和附近公园避难。

目前伊朗政府已经向受灾地区

派出紧急救援队和直升机， 开始向

灾民投放应急物资。 ■据法制晚报

英国“脱欧”

被索“分手费”

欧洲议会议长：至少600亿欧元

据新华社电 12 日， 印度维杰

亚瓦达地区一艘游船倾覆， 截至目

前，这起事故已造成 19人丧生。

据媒体报道，这艘游船 12 日在

维杰亚瓦达地区的克里希纳河上倾

覆， 当时载有 42 名来自本地的游

客，处于超载状态。游船属于一家私

营公司，没有营业执照，船上也没有

提供救生衣等设备。

警方说， 救援人员和当地渔民

在事故现场救出了 21 人，目前尚有

4 人在医院接受救治。 当局已对涉

事私营公司提出指控。

在现场指挥救援行动的安得拉

邦副首席部长钦纳拉贾帕说，超载可

能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政府将给

每名遇难者的家属提供 80 万卢比

（约合 8.1万元人民币）的抚恤金。

印度游船倾覆

19人丧生

据称，可能是因为超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