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20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日

08国际特稿

责编/黄运敬 美编/许芳

巴黎街头持刀恐袭致一人死亡
袭击者是 18 岁车臣裔男子，因拒捕被警方击毙
据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首都巴黎西
北郊 16 日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
成一人死亡，袭击者被警方开枪击毙。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发表讲话，谴责这
起“恐怖袭击”事件。
据 法 国 媒 体 报 道 ， 16 日 17 时 左
右，位于巴黎西北郊的孔夫朗-圣奥诺
里讷市街头发生这起持刀袭击事件，一
名当地中学教师遇害。袭击者随后在邻
近城市因拒捕而被警方开枪击毙。
据报道，袭击者是一名 18 岁的车
臣裔男子，出生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此前有犯罪记录，但未被法国反恐部门

列入监视名单。有报道说，遇害教师近
日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涉及宗教的漫
画。袭击者与遇害者关系目前尚不清
楚。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前往遇害教师
所在学校。他向媒体发表讲话，谴责这
起“恐怖袭击”事件。马克龙说，这起
事件并非偶然，是“对法国价值观的攻
击”。他呼吁法国民众保持团结，并表
示政府将采取坚决而迅速的行动。
据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已接
手此案，当地警方已开始对包括袭击者
住所在内的数个地点进行搜查。

10 月 16
日，法国总统
马克龙在位
于巴黎西北
郊的孔夫朗圣奥诺里讷
市对媒体讲
话。
新华社/路透

日本首相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据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首相菅义伟
17 日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17 日 是 靖 国 神 社 秋 季 大 祭 第 一
天。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媒体报
道，菅义伟没有去供奉包括二战甲级
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参拜，但以首相
名义送去祭品。
日本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菅义伟在安倍晋三政府出任内阁
官房长官期间一直没有向靖国神社献

祭品，这次献祭品是沿袭安倍的做
法，同时不会去靖国神社参拜。
菅义伟内阁的厚生劳动大臣田村
宪久和科学技术担当大臣井上信治以
及国会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也向靖国
神社献祭品。
安 倍 2013 年 12 月 参 拜 靖 国 神
社，此后未再参拜，但每年会在春秋
例行大祭期间送祭品，在日本投降日
以自民党党首名义送祭祀费。

安倍 8 月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
菅义伟 9 月当选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及
首相。
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
有直接责任的二战甲级战犯。中国
等亚洲邻国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
误做法，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
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
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

123 万吨！核污水储存罐就要满了

日本拟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
16 日，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
政府最快本月内将正式决定将福岛核
污水排放入海。消息一出，相关各方
纷纷表示反对。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
后会产生哪些影响？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基本
决定将福岛核电站堆积的核污水排入
大海。日本经济产业省已经同福岛县
的相关部门会面，以核污水入海为前
提，对于可能给当地造成的影响进行
了探讨。此举标志着在福岛核事故发
生近 10 年后，日本对于核污水的处理
将进入新阶段。
对此，记者电话采访了福岛县政

府水产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核污水
排入大海，福岛的形象必然再次遭到
打击，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日本
全国渔业协会也已经向农林水产省和
环境省提出强烈反对。这一消息也招
致了韩国等周边国家的不满。韩国外
交部表示密切关注核污水的处理，并
将与国际社会一道采取应对措施。
2011 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大量
用于冷却反应堆的海水、流入设施内
的地下水和雨水遭到污染。虽然福岛
核电站一直对核污水进行处理，但是
其中一种名为“氚”的放射性物质难
以去除，导致核污水持续堆积，截止

到今年 9 月已经高达 123 万吨。按照这
个速度，2022 年秋季核污水储存罐的
容量就会达到极限。加上从决定如何
处理，到准备设备、手续审批直到开
始排放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因此尽
快决定处理方式已经迫在眉睫。
记者了解到，今年日本政府曾就
核污水是稀释排入大海还是蒸发放入
大气两个方案进行评估，最后认为排
入大海更具操作性。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今年 2 月首次访问日本时，也
表示排入大海符合国际惯例，并表明
排放时将提供支持。
（据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

美国多地迎来秋冬
“激增潮”
一周，美国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超 5 万
例，平均日增死亡病例约 700 例。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分析
表明，全美有 35 个州过去一周新增确
诊病例数比前一周增加 10%以上，多个
州近期的 7 日平均新增病例数创下疫
情暴发以来新高。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
作风表示，年轻群体感染率明显增加是
美国近期疫情的特征之一，这与复学复
工有很大关系。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日
前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美国已有近 70 万名儿童确诊

前防长在美被捕
受贩毒罪名指控
据新华社专特稿 墨西哥前国
防部长萨尔瓦多·西恩富戈斯在
美国遭逮捕，被指控接受一个墨
西哥贩毒组织贿赂，为毒贩向美
国贩毒提供保护。
西恩富戈斯 15 日与家人乘飞
机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时被逮
捕，16 日首次出庭。他 2019 年 8
月在美国受到起诉，但起诉在他
被捕后才公开。
西恩富戈斯现年 72 岁，2012
年至 2018 年在时任总统恩里克·
培尼亚·涅托领导的政府中担任
国防部长。
他受到多项罪名指控，包括
贩毒和洗钱。美方指控他接受
H-2 贩毒集团贿赂，作为保护伞
帮助这一贩毒组织向美国偷运
“数以千计公斤”可卡因、海洛因、
冰毒和大麻。
另外，依据起诉材料，西恩富
戈斯帮助 H-2 贩毒集团打击贩毒
竞争对手、就美方扫毒行动通风
报信、把这一犯罪组织的头目介
绍给墨西哥一些官员。

万剂流感疫苗失窃

新冠病例超 800 万，死亡病例超 21.8 万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0 月 16 日 电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16 日突破 800
万例，从 9 月 25 日超 700 万例到 10 月
16 日超 800 万例仅用时 21 天，快于从
600 万例升至 700 万例的用时 25 天。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6 日晚，美国
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 21.8 万例。美国
流行病学专家表示，随着天气转冷及流
感季到来，美国多地已迎来秋冬季的病
例
“激增潮”
，
疫情防控压力陡增。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 16
日更新的数据显示，10 月 15 日全美报
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63486 例，创 7 月
31 日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最近

墨西哥

感染新冠病毒。
专家认为，
随着天气转冷，
将有更多
室外活动改为室内活动，这将增加病毒
传播风险。流感季与新冠疫情叠加也会
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难度。流感与新冠
症状接近，二者同时在社区传播时很难
区分，
医疗机构将面临巨大压力。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
员安东尼·福奇近日表示，美国秋冬季
将面临两种呼吸系统疾病叠加的情况，
这令他非常担忧。
张作风告诉记者，应鼓励公众接种
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要打加强疫
苗。

据新华社微特稿 墨西哥当
局 16 日说，一批流感疫苗近日失
窃。仅一周前，发生一批抗癌药
物被盗事件。
墨西哥联邦防止卫生风险委
员会当天发布卫生警报说，一辆
向公立医院运送流感疫苗“凡尔
灵”的卡车 12 日被盗，一万多剂
疫苗失窃。
墨西哥正面临儿童抗癌药物
严重短缺以及流感高发季来临。
为防止流感与新冠疫情叠加，墨
西哥已经开始流感疫苗接种。
墨西哥卫生部 16 日报告，全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841661
例，累计死亡病例为 85704 例。
墨西哥政府说，实际感染人数可
能比确诊人数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