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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机场两客机相撞
数百名乘客行程延误数小时
两架客机 9 日上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
斯希普霍尔机场轻微碰撞，数百名乘客的行
程延误数小时。
英国 《卫报》 9 日报道，出事客机分别
是廉价航空运营商易捷航空公司一架原定飞
往英国首都伦敦的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和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一架原定飞往西班牙首都
马德里的波音 737 型客机。事发时，两架客
机分别离开登机口，进入“推出”程序，即

由牵引车推离航站楼。乘客拍摄的照片显
示，易捷客机一个机翼卡在另一客机水平尾
翼上。
易捷客机一名乘客说，两机相撞时他感
到“有点颠簸”，认为“没有什么不寻常”。乘
客在跑道上滞留一个多小时，等待地面工作
人员处理事故。不过，
幸好
“大家都没有事”
。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在社交媒体“推特”
发文说，事发客机上乘客行程“延误 2.5 小

时，换乘另一架客机离开”。
两架客机停飞，接受检查。两家航空运
营商着手调查事故原因。
客机飞行员做好起飞准备后，会向地面
管制人员提出推出申请，地面管制人员确认
停机坪交通状况后将予以批准。届时，地面
工作人员会移开客机起落架前轮档，由牵引
车把机头朝向航站楼的客机向后推动，牵引
至跑道。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务院称

白宫未指示切断
与英驻美大使联络
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9 日电
（记者刘品然 刘晨）在美国总统特
朗普 8 日称不会再与英国驻美国大
使达罗克打交道后，美国务院 9 日
表示尚未收到白宫方面任何相关指
示。英国媒体 7 日刊登多份达罗克
发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和电报，达
罗克在其中称特朗普政府“运行不
畅”“难以预测”
“能力不足”。

油轮遭英国扣押

最后一辆 10 日驶离生产线

伊朗军方：将做回应

大众“甲壳虫”汽车停产
随着最后一辆“甲壳虫”汽车 10 日在
墨西哥驶离生产线，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这
一问世近 70 年的汽车型号正式停产。
大众汽车公司在位于墨西哥普埃布拉的
工厂举行仪式，纪念这款经典汽车停产。最

后出产的那辆“甲壳虫”将在当地大众汽车
博物馆展出。大众汽车打算把原先生产“甲
壳虫”的车间用于生产新型紧凑型运动型多
功能车 （SUV），在北美市场销售。
汽车设计师、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德·

据新华社德黑兰 7 月 9 日电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
巴盖里 9 日在德黑兰表示，伊朗将
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对“格蕾丝一
号”油轮遭扣押一事做出回应。
本月 4 日，英国海外领地直布
罗陀执法机构在英国海军协助下扣
押“格蕾丝一号”油轮。

波尔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设计出甲壳虫汽
车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款汽车
投入大规模生产，因为外形酷似甲壳虫而得
名。只是，
“ 甲壳虫”一词 1968 年才正式出
现在大众汽车名册中。 （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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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铝合金衣柜、橱柜、酒柜、鞋柜及
屏风 18907584936 万达广场

地址：龙昆南和信广场66751360 1778462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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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

沙发翻新

▲国贸写字楼 215m2(建面）238 万。海秀
中 2 房 68 万 截止 2020 年,15338915557
2
▲置地花园 3 号楼 20 层 128m（建面）
，
满五年房产证，价钱面议 18889902409
▲海甸精装3房2厅2卫1阳，120平(套内)
120万（截止7月18日）18689633925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软包.硬包床头.椅
子.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装修防水

征婚交友

▲室内外装修、防水、旧房改造、外墙清洗
拆装、钢结构等 18876699286

▲优美雅社婚恋介绍 婚姻疗愈 形象礼仪
13379890289、68520585

旺铺出租
2
▲文昌锦山农贸市场580m2、350m（
建面）
可做中西茶、超市。设备齐全15248991213

转让建筑公司

具有相关建筑市政公路水利机电等专
业及工程类咨询，
电话：
19889042262

海口新房两房 130 万/套

精装+车位，
公积金当首付（截止
2019 年 7 月 31 日）13976639376

空调、旧货等回收，电话：13322079283

基础讲解、题型总结、秒杀技能、应
试技巧 13637644963（微信同号）

初高中数学专业辅导 13807684317

澳大道浩业物流园现有
仓库 港
1000 平米仓库、高 7 米、可分割
招租 租金面议、李先生 13807655786

全岛旧货回收

初高中数学专业辅导

海南侨中刚退休高级教师

宜昌人家向外招下列工程施工合作伙
伴，欢迎有意并且具备相关资质的单
位来我司报名，1、室外管网工程;2、部
分室内砌筑装饰工程 ，联系人：小吴
13637578481 童工 13976981929，
请于7月12日前联系

招聘

专业推广肥料人，有日本控释肥(保水，保
肥 120 天)寻各市县代理商 15008027177

春晓教育

学校招聘

小学至高中文化课辅导，中高考(小班)
琼山区高登东街124-1号4楼
电话:65856572
18389609080

防水补漏

转让

▲海口专业防水补漏，卫生间免砸磁砖补

▲海口海垦店铺 70m2 转让，适合各行业，
18889928780 罗生
▲110 亩果园转让，水电设备齐全，
交通便利，曾总：13876302843
▲东方市周边养羊场转让
电话：13907681616

诚聘学校管理人才及初中、小学各
学科优秀教师，
电话：18889711601

漏，电话 13518824367

法律与咨询
▲法务(打官司)咨询与服务
13907575430
▲法务（打官司）咨询与服务：理财、信托、
船舶、征地何 13876182713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13322027316
▲树木养护防台风(单位、小区)树木修剪，草
坪护理。
联系电话:13976641885

招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 B 超医生，

临床医生，护士，药剂师，15869972026

报建咨询
▲私宅报建咨询，求购有证私宅。
现金求购二手房 13876002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