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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37 

中东局势 

 第七十一年 

 

 

 

  2016年 1月 26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 2015 年 12 月期间以色列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行为的统计摘要(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七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37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

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卡罗琳·齐亚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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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 26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 
 

 

陆上侵犯行为 

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的性质 

   
2015 年12 月1 日 15:20 在 Marj al-Khiyam 公路上进行挖掘期间，以色列敌方放置的用于监测

黎巴嫩领土的一个间谍装置爆炸，致使黎巴嫩平民受伤。  

2015 年12 月3 日 08:15 以色列敌方人员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在 Labbunah - Jall al-Alam 阵

地将武器对准黎巴嫩领土，并瞄准一支黎巴嫩陆军巡逻队成员。 

2015 年12 月4 日 11:50 在 Sardah - Marj Uyun 镇郊区，以色列敌军巡逻队一名成员在被占领土

内向技术围栏上的平民牧羊人 Muhammad Abdullah 投掷一枚烟雾弹，

他是在黎巴嫩领土上距围栏大约 60 米处放牧。炸弹落在黎巴嫩境内，

但没有导致他受伤。 

2015 年12 月5 日 10:50 在 Blida 对面的 B59 点，以色列敌方巡逻队成员在蓝线附近投掷了一

枚烟雾弹，目的是赶走黎巴嫩境内蓝线附近的公民。 

2015 年12 月6 日 10:00 在拉梅什镇对面，拉梅什门以色列敌军阵地附近，以色列敌方巡逻队

成员用其个人武器对准黎巴嫩领土方向。  

2015 年12 月9 日 11:30 在被占领的沙巴农场内，在瓦扎尼水泵的黎巴嫩陆军营对面，由 21

名士兵、一只狗、两辆运兵车和一辆梅卡瓦型坦克组成的一支以色列

徒步巡逻队靠近。坦克炮口对准黎巴嫩领土，而载有士兵的运兵车则

越过技术围栏，但未越过撤离线，停在土堤后面。巡逻队然后走下河

岸，从东马伊萨特阵地向盖杰尔桥阵地进行巡逻，到达瓦扎尼 8 号观

察点对面的 40 号界石附近地区，从河滩上取回一个容器。巡逻队、两

辆运兵车和坦克于 14 时 50 分朝被占领土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10 日 22:30 在瓦扎尼 CP3 点，以色列敌军一支巡逻队队员用探照灯对准联黎

部队西班牙特遣队成员。 

2015 年12 月11 日 10:15 在被占领的沙巴阿农场内，在以色列敌军雷达站周围地区，听到若干

次军用轻型和中型武器开火的声音。 

2015 年12 月12 日 23:15 

23:40 

在被占领的沙巴阿农场内 Birkat al-Naqqar 对面，以色列敌方在其哨所

上方发射了四枚照明弹。 

2015 年12 月13 日 00:45 在盖杰尔 CP2 点，一名以色列敌方士兵用其武器对准联黎部队西班牙

特遣队观察点。 

 16:05 在 Blida 镇对面，由 4 名人员和两辆悍马车组成的以色列敌方巡逻队

的一名成员向空中发射了一发子弹，警告黎巴嫩境内蓝线附近的一个

人离开。 

2015 年12 月14 日 

和15 日 

— 在被占领的沙巴阿农场内，以色列敌军使用一台推土机和挖沟机进行

公路施工，在其雷达站外修建土堤。在此过程中，越过了撤退线约 50

米。 

2015 年12 月15 日 12:20 在拉梅什镇对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以色列敌方发射了 12 枚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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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的性质 

   泪瓦斯，落在 BP14(1)点和 B36 点之间。 

13:00 在拉梅什镇对面的 BP14 点附近，当一支黎巴嫩陆军巡逻队正在以色

列敌军当天向黎巴嫩境内发射催泪瓦斯弹的地点进行调查时，以色列

敌方人员用阿拉伯语喊叫淫秽语言并诅咒。他们举起 7.62 毫米机枪并

装弹，瞄准黎巴嫩陆军巡逻队。  

14:15 从被占领土内的迈尔瓦欣镇对面，以色列敌人在 B52-3 点附近进行技

术围栏养护，其中一些人将武器上膛并瞄准黎巴嫩陆军巡逻队成员。 

2015 年12 月16 日 16:30 以色列敌方巡逻队成员从被占领土内的 Mays al-Jabal 镇对面发射了两

枚烟雾弹，落在黎巴嫩境内沿蓝线的 B68 点附近。 

2015 年12 月19 日 20:50 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一支以色列敌军巡逻队正乘坐一辆路虎从

Shaykh Abbad 阵地朝对面的哨所驶去，3 名士兵下车，用大号探照灯

对着黎巴嫩境内约 300 米处照射数次，并将其从阵地南面向 Manarah

阵地北面上下移动。 他们于 21 时离开。 

18:30 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以色列敌军一支巡逻队在朝着 Mu‘ammarah

南 2 号阵地行进过程中，其成员用探照灯照向黎巴嫩陆军的 Sardah 阵

地。 

19:00 以色列敌军部队发射八枚炮弹，落在黎巴嫩境内 Haniyah 镇郊区的

Wadi Izziyah 地点。 

2015 年12 月21 日 11:30 由两辆装有染色玻璃的民用车辆组成的以色列敌方巡逻队从被占领土

内的基拉村对面靠近。三名身穿便服、携带照相机的人员下车，拍摄

黎巴嫩一侧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 他们于 12 时 20 分朝被占领土方向

离开。 

2015 年12 月31 日 06:00 

08:30 

在被占领的沙巴阿农场内，以色列敌军用中型军事武器开火并发射约

30 枚炮弹。还看到了照明弹。 

18:00 

19:00 

在被占领的沙巴阿农场内，以色列敌军制造了几起爆炸。 

 

海上侵犯行为 

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的性质 

   
2015 年12 月2 日 02:46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以色列敌军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 2011 年

10 月 1 日颁布的第 6433(2011)号法令确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

巴嫩领水约 110 米处三号浮标区，用探照灯向黎巴嫩领水照射 30 秒，

然后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03:20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 Ra’s al-Naqurah 对面阵地上，以色列敌方用探

照灯向黎巴嫩领水照射了 30 秒钟。 

2015 年12 月5 日 00:25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法令确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10 米处

超过 2 分钟，然后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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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的性质 

   
00:35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的巴勒斯坦被占领水内，以色列敌方一艘军

用汽艇用探照灯向黎巴嫩领水照射了 1 分钟。  

2015 年12 月7 日 01:35 

01:50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巴勒斯坦被占领水内，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

汽艇用探照灯向黎巴嫩领水照射了三次，时长分别为 10 秒、15 秒和

20 秒。 

2015 年12 月8 日 20:30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巴勒斯坦被占领水内，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

汽艇用探照灯向黎巴嫩领水照射了 30 秒钟。 

2015 年12 月11 日 09:03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法令确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165 米处

超过 1 分钟，然后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13 日 03:55 

04:05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巴勒斯坦被占领水内，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

汽艇用探照灯向黎巴嫩领水照射了两次，时长分别为 10 秒和 20 秒钟。 

04:03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 号

法令确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278米处超过10分钟，

然后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14 日 16:07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法令确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440 米处

超过 6 分钟，然后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15 日 07:32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法令确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185 米处

超过 3 分钟，然后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17 日 15:52 在 Ra's al-Naqurah 附近，以色列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

法令设立的南部海上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240 米处超过 1 分钟，

然后朝被占领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1:50 在 Ra's al-Naqurah 附近，以色列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

法令设立的南部海上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280米处超过66分钟，

然后朝被占领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18 日 21:31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法令确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315 米处

超过 31 分钟，然后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19 日 01:32 在 Ra's al-Naqurah 附近，以色列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法

令设立的南部海上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260 米处超过 3 分钟，然

后朝被占领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20 日 16:22 在 Ra's al-Naqurah 海岸外，以色列敌方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法令确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260 米处

超过 2 分钟，然后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2015 年12 月22 日 15:23 在 Ra's al-Naqurah 附近，以色列一艘军用汽艇侵犯了第 6433(2011)号法

令设立的南部海洋边界，进入到黎巴嫩领水约 220 米处超过 4 分钟，然

后朝被占领巴勒斯坦领水方向离开。  



 

A/70/710 

S/2016/93 

 

5/9 16-01613 (C) 

 

空中侵犯行为 

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的性质 

   
2015 年12 月1 日 09:00 两架以色列敌方战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全

境上空盘旋，后于 10 时 1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 日 06:15 一架以色列敌方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赫米尔和南方上空盘旋，然后于 20 时 05 分从阿尔马萨

阿布上空飞离。 

09:30 两架以色列敌方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后于 11 时 25 分从纳库拉近海上空飞离。 

18:30 两架以色列战斗机从朱拜勒近海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什卡和

朱拜勒上空盘旋，然后于 19 时 05 分从纳库拉近海上空离开。 

19:10 两架以色列战斗机从朱拜勒近海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后于 20 时 10 分在纳库拉近海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3 日 09:10 两架以色列敌方战斗机从拜特龙西部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赫

米尔、什卡、朱拜勒和巴阿勒贝克上空盘旋，后于 11 时 45 分在纳库

拉西部海上飞离。 

15:00 两架以色列战机从朱拜勒西部近海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朱拜

勒和什卡上空盘旋，然后于 16 时 00 分从朱拜勒西部海上离开。 

16:10 一架以色列敌方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后于 23 时 25 分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20:25 两架以色列敌方战斗机从拜特龙西部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赫

米尔、什卡、朱拜勒和巴阿勒贝克上空盘旋，后于 22 时 50 分在拜特

龙西部海上飞离。 

23:10 两架以色列敌方战斗机从拜特龙西部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赫

米尔、什卡、朱拜勒和巴阿勒贝克上空盘旋，后于 12 月 4 日 01 时 05

分从纳库拉西部海上飞离。 

2015 年12 月4 日 09:45 一架以色列敌方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赫米尔和贝鲁特及其郊区上空盘旋，然后于 19 时 10 分

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10:00 一架以色列敌方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空盘旋，然后于 16 时 3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5 日 16:2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侵犯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领水上空盘旋

并发射照明弹。 

21:45 一架以色列敌方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空盘旋，然后于 12 月 6 日 06 时 55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离开。 

2015 年12 月6 日 08:40 一架以色列敌方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及其郊区以及什卡上空盘旋，然后于 17 时 20 分从纳库拉上空飞离。 

09:40 一架以色列敌方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卡西

部、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15 时 40 分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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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的性质 

   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12:30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纳库拉以西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

巴嫩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3 时 50 分从纳库拉上空飞离。 

13:0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3 时 05 分从纳库拉上空飞离。 

18:30 

18:55 

以色列敌方战斗机侵犯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领水上空盘旋并发

射照明弹。 

22:2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在南部和贝卡

西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2 月 7 日 04 时 2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7 日 10:3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3 时 3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

空飞离。 

2015 年12 月8 日 12:50 两架以色列敌方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4 时 30 分从纳库拉近海上空飞离。 

15:1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及其郊区、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3 时 35

分从纳库拉以西的近海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9 日 06:1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及其郊区、 Zahlah 和贝卡西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9 时 30 分从基拉村

上空飞离。 

08:5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贝卡西部和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5 时 1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

离。 

2015 年12 月10 日 06:0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卡西

部和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5 时 3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06:4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以西的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贝鲁特和朱拜勒上空盘旋，然后于 15 时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07:2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以西的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贝鲁特及其郊区和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9 时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11 日 07:0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14 时 20 分从拉梅什

上空飞离。 

09:4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空盘旋，然后于 15 时 15 分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11:10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3 时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12 日 06:5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09 时从基拉村上空飞离。 



 

A/70/710 

S/2016/93 

 

7/9 16-01613 (C) 

 

日期 时间 侵犯行为的性质 

   
2015 年12 月14 日 22:2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空盘旋，然后于 12 月 15 日 08 时 15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15 日 07:1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及其郊区、南部和贝卡西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6 时 10 分从纳库拉上

空飞离。 

19:1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及其郊区上空盘旋，然后于 21 时 20 分从基拉村上空飞离。 

20:1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及其郊区上空盘旋，然后于 12 月 16 日 01 时 30 分从纳库拉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16 日 11:00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什卡以西的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

巴嫩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2 时 3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17 日 09:30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1 时 3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19 日 07:4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赫米尔和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7 时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0 日 10:25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空盘旋，然后于 14 时从基拉村上空飞离。 

18:35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9 时 30 分从纳库拉以西的海上飞离。 

18:50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9 时 35 分从纳库拉以西的海上飞离。 

2015 年12 月21 日 08:5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贝鲁特以西的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贝鲁特及其郊区和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6 时 30 分从纳库拉上空飞

离。 

22:2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空盘旋，然后于 12 月 22 日 04 时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2 日 06:1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及其郊区上空盘旋，然后于 17 时 3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08:2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南部、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3 时 45 分从

拉梅什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3 日 07:1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鲁特、

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16 时 40 分从拉梅什

上空飞离。 

11:4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3 时 25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

空飞离。 

12:05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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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3 时 2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4 日 07:0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3 时 20 分从基拉村上空飞离。 

07:1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2 时 30 分从拉梅什

上空飞离。 

09:35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1 时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11:0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和巴阿勒贝克上空盘旋，然后于 16 时 15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5 日 06:3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1 时 20 分从基拉村

上空飞离。 

07:0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卡西

部和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23 时 4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6 日 06:3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空盘旋，然后于 13 时 45 分从基拉村上空飞离。 

06:4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赫米尔和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2 月 27 日 03 时 10 分

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09:35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1 时 3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10:4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0 时 55 分从基拉村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7 日 

03:0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南部、贝鲁特及其郊区、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

后于 21 时 00 分从纳库拉上空飞离。 

11:0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和

贝卡西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12 月 28 日 07 时 2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

空飞离。 

12:35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4 时 25 分从纳库拉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8 日 00:1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卡西

部和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04 时 20 分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06:4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拉梅什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

利雅克、巴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15 时 15 分从纳库拉上

空飞离。 

08:15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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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盘旋，然后于 16 时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08:3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利雅克、

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15 时 30 分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10:25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黎巴嫩

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2 时 10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29 日 09:4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南部上空盘旋，然后于 20 时 35 分从基拉村上空飞离。 

10:00 以色列敌方一架侦察机从基拉村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南部上

空盘旋，然后于 16 时 35 分从阿尔马萨阿布上空飞离。 

13:50 以色列敌军一架侦察机从纳库拉近海上空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贝

鲁特及其郊区、利雅克、巴阿勒贝克和赫米尔上空盘旋，然后于 20 时

55 分从纳库拉上空飞离。 

2015 年12 月30 日 10:40 以色列敌方两架战斗机从拜特龙以西的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黎巴嫩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1 时 35 分从拉梅什上空飞离。 

10:50 以色列敌方四架战斗机从拜特龙以西的海上侵入黎巴嫩领空。飞机在

黎巴嫩全境上空盘旋，然后于 12 时从纳库拉上空飞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