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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军方官员 10 月 31 日
说，搜寻人员接收到探测设备信号，疑
似锁定印尼狮子航空公司失事客机残
骸，潜水员将进行水下确认。

有眉目
疑似找到失事客机
残骸所处位置
印尼军方负责人哈迪·塔哈亚托10月

31日接受当地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探
测设备发回信号，疑似找到失事客机残
骸所处位置；潜水员将前往水下，确认
是否是失事客机残骸。
他说：“今天早晨，搜救局负责人

向我汇报，可能已经找到 JT610航班所
处位置。我们将派人前去确认，希望这
正是我们要找的客机机身。”
按美联社的说法，如果能定位失事

客机机身，意味着离找到“黑匣子”更
近了一步。黑匣子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和飞行数据记录器的俗称，可望在失事
原因调查中起关键作用。
印尼海军一名官员 31日中午说，在

首都雅加达东北方向海域水下 32米发现
一个物体，长度大约 22米，疑为客机部
分残骸。

盼奇迹
搜索半径扩大到
15海里
搜寻人员 31日把搜索半径从前一天

的 10海里扩大为 15海里。
搜救部门官员说，已找到的遗骸分

装至 48个运尸袋、运往医院，等待接受
身份验证。院方已采集近 150份脱氧核
糖核酸(DNA)样本用于比对，预计 4至 8
天可得出结果。
失事客机载有 8名机组人员和 181

名乘客，包括 3名儿童。虽然基本可以
确定他们全部遇难，但一些家属仍盼望
出现奇迹。
托尼·普里尤诺·阿迪的女儿乘坐这

架客机。他说：“我一直祈祷出现奇
迹。虽然理论上客机已经坠海，但作为
一名父亲，我期盼出现奇迹。”
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讯社 31日报道，

因这起坠机事件，交通部长布迪·卡亚当
天宣布解除狮航技术部门总监和多名技
术人员的职务。现阶段不清楚解职是暂
时性还是永久性。

待研讨
这架新飞机
出了什么问题？
制造商美国波音公司一个专家小组

定于 31日抵达印尼，与狮航官员会面。
狮航总裁爱德华·西拉伊特告诉美联社记
者，会面时间有待确定。但是，狮航一
名高级主管说，狮航希望 31 日下午见
面。
这名高管说：“当然，我们有好多

事要问他们，有一连串问号。到底怎么
回事？这架新飞机出了什么问题？”

据新华社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10月 30日
说，随着英国脱离欧洲联盟进入倒计时，
英国打算扩大外交官队伍，增聘大约 1000
名外交人员。这意味着英国非公务员群体
首次有机会出任大使。
亨特说，英国政府拟聘外交人员中，

335人将在英国设在海外的外交机构工作，
328人将在首都伦敦上班，另外 329人为
驻在国本地雇员。
同时，英国将在海外新设 12处外交机

构，包括设立驻吉布提大使馆，升级驻乍
得办事处为大使馆，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设立驻东南亚国家联盟办事处。

英国外交部有意增加投入、培养能讲
驻在国当地语言的外交官，打算把外语人
才从现有的 500 名增加至 1000 人，语言
种类由现有的 50种增加至 70种。
英国现阶段在全世界 169个国家和地

区设有外交机构。英国外交部说，外交机
构和人员增加后，英国将在 83%的联合国
成员国设有外交机构，达到至少 30年来的
最高值。
按亨特的说法，英国扩展外交网络将

在这一国家与世界各国之间建起一条“看
不见的链条”。

据新华社

澳大利亚政府 10 月 31 日宣
布，已完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批准程
序。这份 11 国多边贸易协定迄今
获得一半以上、即六个签署国的立
法机构批准，按规定将在12月30日
生效。
唐纳德·特朗普去年1月就任美

国总统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其余11个签署
国重新谈判、修订条款，今年3月8
日签署CPTPP。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发展部

长西蒙·伯明翰在一份声明中说，
澳方批准协定旨在“保障我们农民
和企业利益最大化”。
澳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说，协

定生效后，有望使澳大利亚国内生
产总值(GDP)年增 156亿澳元（约
合 111亿美元），直至 2030年。
CPTPP 成员国为日本、澳大

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
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
加坡和越南 11 国，覆盖人口近 5
亿， GDP合计 13 . 5万亿美元，占
世界经济总量大约 13%。
澳大利亚是完成国内批准协定

程序的第六个国家，其他五国是墨
西哥、日本、新加坡、新西兰和加
拿大。协定旨在推动签署国之间减
少关税等贸易壁垒，促进市场流
通。比如，澳大利亚农民有机会向
加拿大出口更多谷物、糖和牛肉，向
墨西哥出口猪肉、小麦等农产品；新
西兰可向他国免税出口红酒、羊毛、
肉类、木材、水产品等。
日本政府估算，CPTPP 生效，

将使日本 GDP增加 8万亿日元（约
合 710亿美元），只是农产品和水产
品贸易领域可能损失 1500亿日元
（13亿美元）年收入。

据新华社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 10月 30日说，土方准备向
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发
起军事行动，打击那里的库尔德武
装“人民保护部队”。
埃尔多安 30 日在一场党内演

讲中说：“我们将摧毁幼发拉底河
东岸的恐怖组织。我们已经完成与
这一事宜相关的准备和计划。”
埃尔多安所指打击对象是叙境

内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作为美国在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最为倚重的代理方，
“人民保护部队”获得美方武器和
人员支持。
土耳其方面把“人民保护部

队”视为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
分支，将它定性为恐怖组织。
“过去几天，我们已经启动针

对这一恐怖组织的积极干预，”埃
尔多安说，“不久将对它发起更广
泛、有效的严厉惩罚。”
土耳其官方阿纳多卢通讯社报

道，土耳其军队 28日炮轰幼发拉底
河东岸“人民保护部队”多处据点。
土耳其军队先后两次进入叙利

亚境内。路透社报道，土耳其方面过
去两年在幼发拉底河西岸参与一些
军事行动，试图清除那里的库尔德
武装。不过，军事行动近期停止，部
分原因是避免与美方直接对峙。

据新华社

“脱欧”临近

英国急聘千名外交人员

“无美国版TPP”年底生效

土耳其又要发兵叙利亚？

印尼疑发现
失事客机残骸
潜水员将进行水下确认

丹麦安全部门官员芬恩·博克·
安诺生 10月 30日说，丹麦方面认
为伊朗情报部门图谋在丹麦领土袭
击一名伊朗反政府武装头目，逮捕
一名挪威公民。
丹麦警方 21 日逮捕一名有伊

朗血统的挪威公民；这名男子不认
罪，一直处于拘押状态。
安诺生说丹麦和挪威警方合作、

逮捕这名男子，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
节。挪威方面证实与丹麦的合作。
按照安诺生的说法，伊朗情报

部门的袭击目标是一支伊朗反政府
武装丹麦分支的头目。
美联社报道，目击者声称，这

名挪威籍男子和其他一些人在丹麦
首都哥本哈根西南部大约 60 公里
的灵斯泰兹拍摄伊朗反政府武装成
员住所。伊朗方面认定，反政府武装
成员策划了伊朗南部胡齐斯坦省首
府阿瓦士 9月 22日发生的袭击。
一伙武装人员9月22日在伊朗

纪念与伊拉克爆发两伊战争38周年
阅兵仪式上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9
人死亡、57人受伤。伊朗反政府武装
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支持者声称
制造袭击，但都没有提供证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

23 日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

姆·卡西米为消息源报道，伊朗方
面召见荷兰驻伊大使、丹麦驻伊大
使和英国驻伊代办，抗议这三国放
任在伊发动袭击的“恐怖组织成
员”在这些国家境内存在。
丹麦外交大臣安诺斯·萨穆埃尔

森10月30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完全无法容忍”伊朗方面在丹麦领
土策划袭击。“丹麦将对伊朗作出回
应并与欧洲伙伴商讨‘后续步骤’。”
安诺生说，“我们不能、也不

会接受（在丹麦领土发生这样的
事）”；丹麦已经与多个欧洲国家
合作，以应对袭击。安诺生没有点
明哪些国家与丹麦合作。
丹麦外交部 10月３０日宣布召

回丹麦驻伊朗大使，并将向欧盟通
报此事。
据丹麦通讯社报道，丹麦外交

大臣萨穆埃尔森当晚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有外国安全部门计划在丹麦
领土上针对某个人实施袭击，这是
完全不可接受的。他表示，召回大
使是非常严肃的外交行动，丹麦还
将向欧盟通报此次事件，寻求欧盟
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报道说，丹麦外交部已约谈伊

朗驻丹麦大使，伊朗方面否认丹麦
的指控。 综合新华社

丹麦指认伊朗情报机构
图谋袭击
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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