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1.11.18 星期四 编辑 李旭光 校对 曹晓雨 国际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
电 连日来，欧洲和亚洲多国
接连出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引发广泛关注。为防控
疫情进一步扩散，多国迅速
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

日本近期接连报告禽流
感疫情。日本农林水产省17
日宣布，兵库县的一个养鸡
场出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该养鸡场养殖的 15.5 万
只鸡将全部被扑杀。这是本
次禽流感流行季内日本第四
次出现禽流感疫情。本月10
日，日本东北部秋田县某养
鸡场出现禽流感疫情，超过
14万只鸡被扑杀。随后，日
本南部的鹿儿岛县陆续出现
两起禽流感疫情。日本环境

省已于11日把全国禽流感警
戒级别升至最高级。

韩国近日也接连发生多
起禽流感疫情。韩国农林畜
产食品部16日表示，首尔以
南约130公里的一个养鸭场
出现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这是当地农场在本
次禽流感流行季内暴发的第
四次疫情，由此引发了人们
对该病毒快速传播的担忧。
作为预防措施，韩国当局正
在扑杀该养鸭场饲养的约
1.2万只鸭子，在封锁农场的
同时也实施其他检疫措施。

过去数周，欧洲多国也
出现禽流感疫情。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15日援引挪威当局
报告说，挪威罗加兰郡一个农

场出现H5N1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导致221只家禽死
亡，其余 7000 只家禽被扑
杀。挪威政府16日发布的新
报告说，罗加兰郡另一家农场
疑似暴发H5N1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挪威食品安全
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二个
农场的家禽也将被扑杀。

比利时政府 15 日发布
声明说，由于在安特卫普市
郊区发现一只野鸭感染高致
病性禽流感病毒，自15日起
比利时农场所有家禽必须被
圈养隔离。此外，邻国法国
和荷兰近期发现禽流感疫情
后，也已采取了类似举措。

英国连日来暴发多起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英国政府首席兽医官克
里斯蒂娜·米德尔米斯13日
确认，兰开郡一家农场是最
新的禽流感疫情发生地。英
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
已下令扑杀这家农场内所有
禽类。农场周边3公里内和
至少 10 公里范围内分别被
划为保护区和监测区。

英国政府部门本月8日
确认，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一
家小型禽类养殖场暴发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当地
随即在疫情暴发地采取禽类
扑杀行动。沃里克郡随后宣
布在养殖场周边设立3公里
保护区和10公里监测区，要
求区域内的禽类养殖者隔离
家禽、严格记录到访人员。

亚欧多国报告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据新华社柏林 11 月 17 日电
“北溪-2”项目在天然气管道建成
后再遭挫折，德国联邦网络管理
局16日宣布暂停“北溪-2”天然气
运营商资格认证程序。

“北溪-2”天然气管道从俄罗
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可绕
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
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但是运营
的前提是要获得德国联邦网络管
理局的批准。

根据欧盟相关规定，天然气
管道运营权和天然气销售权两块
业务应独立运作。一家名为“北
溪-2 AG”的瑞士企业今年6月向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申请认证成
为“北溪-2”天然气管道独立运营
商。据德新社报道，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是这家瑞士企业
唯一股东。

德国宣布暂停
“北溪-2”天然气
运营商资格认证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 11 月 17
日电 阿塞拜疆军队与亚美尼亚军
队 16日在边境地区发生交火，造
成十余人死伤。双方 17日证实，
目前冲突已停止，边境地区局势
已趋于稳定。

阿塞拜疆国防部官网17日发
表声明说，阿方有7名士兵在冲突
中阵亡，另有 10人受伤。另据亚
美尼亚国防部消息，亚方有1名士
兵阵亡、13 人被俘，另有 24 人失
踪。双方均指责对方率先发动进
攻。16日晚，在俄罗斯斡旋下，两
国在边境地区实现停火。

苏联解体后，阿亚两国因纳
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归
属问题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武装
冲突时有发生。

阿、亚边境冲突
造成十余人死伤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6 日电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5日
说，上月是北半球陆地有记录以
来最温暖的 10月，同时是全球范
围内第四热的10月。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下辖国家环境信息中心数据显
示，今年 10月由于北半球陆地普
遍出现罕见温暖天气，成为自
1880年开始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10月。其中，北美陆地平均温度
仅次于 1963年同期水平，非洲和
亚洲陆地平均温度分别排在有记
录以来第 7高和第 12高的位置，
欧洲陆地平均温度也超出历史平
均水平。

全球范围内，今年 10月陆地
和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仅次于2015
年、2018年和 2019年同期平均温
度。另外，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个
10月全部出现在最近8年；今年1
月至10月全球热带风暴总数达86
个，超出历史同期正常水平。

北半球“发高烧”
创140多年来同期最热纪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证
实，经过多轮磋商，近日，中
美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对等
互惠的原则就媒体签证问题
达成三项共识，希望美方信
守承诺，尽快将有关措施政
策落实到位。

赵立坚说，中方高度重

视媒体问题，一直尽最大努
力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记
者在华依法依规报道提供协
助、便利和服务。与此同时，
对美方对中国驻美媒体的歧
视性做法予以明确反对。经
过多轮磋商，近日，双方本着
相互尊重、对等互惠的原则
达成三项共识：

一是双方相互保障在对

方国家工作的现任常驻记者在
严格遵守防疫政策和领事规定
前提下可正常进出对方国家。

二是双方同意为对方国
家记者颁发一年多次入境签
证。美方承诺将立即启动国
内程序解决中国记者签证停
留期问题，中方则承诺在美
方政策措施到位后，给予驻
华美媒记者同等待遇。

三是双方将依法依规为
符合申请要求的新任常驻记
者对等审批签证。

赵立坚说，这一成果来
之不易，符合双方媒体利益，
值得珍惜。希望美方信守承
诺，尽快将有关措施政策落
实到位，同中方共同努力，为
两国媒体在对方国家工作生
活持续创造有利条件。

中美就媒体签证问题达成三项共识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电 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
军”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
16日宣布参加定于今年年底
举行的总统选举。按照路透
社说法，哈夫塔尔的参选给
这次备受瞩目的选举增添不
确定性。

美联社报道，哈夫塔尔先
前已将军权移交给他的参谋
长，以满足参选资格。按照选
举法律，参选人必须在总统选
举举行的3个月前辞去官职。

哈夫塔尔的主要竞争对
手、民族团结政府（过渡政
府）总理阿卜杜勒·哈米德·
德贝巴就因为没有辞职面临
法律障碍。德贝巴尚未宣布
参选总统。知情人士本月7
日披露，德贝巴有意角逐总
统宝座。

哈夫塔尔现年77岁，在
卡扎菲统治时期曾任高官，
上世纪 80年代在利比亚与
乍得战争中被乍得方面俘
获，后流亡美国，在华盛顿住
过20多年，据信曾与美国中
央情报局合作，2011年返回
利比亚参与推翻卡扎菲政权
的行动。

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
军”与利比亚东部政权国民
代表大会结盟，与控制首都
的黎波里等西部地区的民族
团结政府对峙，形成东西割

据的局势。哈夫塔尔得到埃
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
和俄罗斯支持。

哈夫塔尔的另一个竞争
对手是卡扎菲的次子赛义
夫·伊斯兰·卡扎菲。赛义
夫·伊斯兰曾被视作卡扎菲
的接班人。卡扎菲政权被推
翻后，他几乎销声匿迹。赛
义夫·伊斯兰14日在南部城

市塞卜哈登记参选总统。据
路透社报道，这几乎是他近
十年来首次公开露面。

赛义夫·伊斯兰参选的
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利比
亚多地随即爆发示威游行，
反对他参选，一些地方被迫
临时关闭选举场所。至少有
一个地方政府发表声明要求
取消他的参选资格。

利比亚原定 12 月 24 日
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利比
亚国民代表大会 10 月决定
将议会选举推迟至明年1月
举行。利比亚国内各派力量
大多支持 12月 24日举行总
统选举。只是，就投计票规
则以及候选人资格，各派势
力仍争执不休，尚无法确认
选举能否如期举行。

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夫塔尔宣布参选总统
据信他曾与美国合作参与过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行动

2018年5月29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左二）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利比亚东部“国民
军”联盟领导人哈夫塔尔（左一）。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