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超强台风“利奇马”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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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
者叶昊鸣、魏玉坤）记者10日从应
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10日17时，
台风“利奇马”已造成浙江、上海、
江苏3省（市）417万人受灾，101万
人紧急转移安置。

10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应
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两次主持
召开视频调度会，要求各级防指、
应急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区工作实
际，采取针对性防御应对措施，全
力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和抢险救援
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要压实防汛防
台风责任。措施要更加扎实，坚决

转移危险房屋和低洼易涝风险点
群众，强化对中小病险水库、尾矿
库等的安全防范，加强对旅游景
区、沿海场所的管控，防范台风带
来的次生灾害。救援要更加精准，
进一步细化实化各类应急预案，随
时做好抢险准备。做好紧急物资
调拨，及时调运救灾物资。

据了解，浙江、上海、江苏等地
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抢险救援
2245起，营救遇险被困群众1072
人，出动指战员15749人次。浙江
省温州市永嘉县岩坦镇山早村因
特大暴雨突发山体滑坡堵塞河流，
冲溃后造成22人死亡、10人失联。

新华社杭州8月10日电（刘
新、吴先德）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
马”袭击浙江沿海以来，武警浙江
总队紧急出动驰援救灾一线，截至
10日16时，共动用近800名兵力
参与浙江省内抢险救灾任务，共转
移受困群众968人，搬运各类物资
10余吨，清理土方、垃圾26100余
方，解除险情10余处。

据了解，武警浙江总队台州支
队、宁波支队、温州支队、金华支队
等部队均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
援。10日凌晨4时，温州支队官兵
赶赴受灾严重的乐清市大荆镇。
受台风影响，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
学100多名群众受困，生命安全受
到威胁，官兵们连夜冒雨向学校疾

驰，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成功将
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受台风影响，温州市永嘉县岩
坦镇山早村发生山体滑坡，阻塞河
流并引发决堤。温州支队接到灾情
后迅速出动救援兵力，第一时间赶
到永嘉县岩坦镇山早村。由于进入
村子的道路被冲毁，官兵只能涉水
从山间小路徒步开进，并采用徒手
和小型救援工具实施救援。目前武
警官兵已连续奋战超过8个小时。

据了解，武警浙江总队高度重
视救灾工作，总队领导带领前指人
员深入救援一线指导救援，并要求
所属部队加强战备值班值守，确保
再遇突发情况，部队官兵能够全力
投入抢险救援。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记者刘诗平）第 9 号超强台风
“利奇马”于 8 月 10 日 1 时 45 分
在浙江台州温岭城南镇登陆，登
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
秒）。水利部 10日在前期派出 5
个工作组的基础上，加派 4个工
作组分赴河北、河南、山东和辽
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利奇马”
防范工作。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
部长鄂竟平10日 4次主持会商。
会商指出，“利奇马”带来的降雨
强度大、覆盖范围广，将先后影响
太湖、淮河、海河和辽河等流域，
可能带来严重汛情。

会商预计，随着“利奇马”登
陆及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0日至
15 日江南东北部、江淮东部、黄

淮中部东部、华北东部、东北中
部东部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

受其影响，淮河流域里下河河
网区、沂河、沭河、南四湖水系，黄
河流域大汶河、山东半岛诸河，海
河流域漳卫南运河、大清河下游、
滦河下游，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
子河、大小凌河、松花江、第二松花
江、嫩江、呼兰河、乌苏里江等河流
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
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鄂竟平强调，各有关地区要进
一步细化工作安排部署，层层压实
防御责任，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
线，要特别重视台风“利奇马”强降
雨防范工作，进一步强化水库安全
和调度运用，强化河道巡查和堤防
防守，强化山洪灾害防御，尽最大
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
者申铖）记者10日从财政部了解
到，为支持浙江省做好今年第9号
台风“利奇马”救灾工作，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快速预拨浙江省3000
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于

抢险救灾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财政部要求，地方有关部门

要管好、用好中央补助资金，全力
开展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群众救
助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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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马”已致 万人受灾
浙江温州永嘉县突发山体滑坡堵塞河流，冲溃后造成22人死亡10人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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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官兵紧急投入抗风救援一线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3000万元
支持浙江省做好“利奇马”台风救灾工作

水利部派出9个工作组
协防台风“利奇马”

据新华社首尔8月10日电（记
者耿学鹏 陆睿）韩国军方10日称，朝
鲜当天凌晨发射两枚“不明发射体”。

韩联社援引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发
布的消息报道，朝鲜方面由咸镜南道
咸兴附近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两枚发射体。截至发稿时，韩国
军方没有披露这两枚发射体的飞行距
离和高度等信息。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国军
方正监控朝方是否有追加发射活动的
动向，同时保持警戒态势。

韩国媒体认为，朝方发射活动可
能是对韩美联合军演的回应。

据朝中社7日报道，金正恩6日
凌晨观摩了新型战术导弹发射，并表
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正在举行的韩美
联合军演的“适当”警告。

韩国军方称

朝鲜发射两枚“不明发射体”

新华社华盛顿8月9日电（记者
刘晨 刘品然）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
说，他8日再次收到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的来信。特朗普同时表示他认
为两人将再次会晤。

特朗普当天上午在白宫对媒体表
示，这封“三页长”的信是一封“美好”

“非常积极”的信件。但他也提到，金
正恩在信中表达了对目前正在进行的
美韩联合军演的不满。

特朗普说，他认为未来将与金正
恩再次会晤，但他未提及可能的会晤
时间和地点。

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特朗普

与金正恩先后在新加坡、河内和板门
店举行三次会晤。今年6月30日，特
朗普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举行会谈后对
媒体表示，美朝双方将在未来两三周
重启工作磋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
月7日表示，期待能在未来数周内重
启与朝方的对话磋商。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美本月5日
启动2019年下半年联合军事演习。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6日谴责联合军演
违背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及朝韩间系
列宣言精神，并表示在军事敌对行为
持续不断的情况下，朝鲜进行对话的
动力将会逐渐消失。

再次收到金正恩信件

特朗普表示两人将再次会晤

韩国军方 10 日称，朝鲜当天发
射两枚“不明发射体”。这是半个多
月来朝鲜进行的第五次发射活动，这
些发射活动被认为是针对正在举行
的美韩联合军演。

分析人士认为，朝美一面通过发
射活动和联合军演示强，一面又留有
余地，意在争取更多谈判筹码。

相互示强
韩联社10日援引韩军联合参谋

本部发布的消息报道，朝鲜方面当天
凌晨由咸镜南道咸兴附近地区向朝
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发射体，韩
军方正监控朝方是否有追加发射活
动的动向，同时保持警戒态势。

近期朝鲜发射活动频繁，朝方早
在 7 月 16 日就曾警告美韩如启动联
合军演将给朝美工作磋商带来影
响。朝中社7月26日又报道说，7月
25 日的发射是对韩国军方“好战势
力”试图“引进最新攻击型武器并强
行联合军演”的警告。

然而面对朝方的反复警告，美韩
仍然于 8 月 5 日按计划开始联合军
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6日谴责
美韩联合军演违背了朝美共同声明
及朝韩间的两个宣言，称对于由此可
能引发的朝方反制措施，美韩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鲜近期的
发射活动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发展国防
力量的现实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
过此举迫使美方让步。在朝美两国就
半岛无核化路径达成某种共识之前，
无论是朝鲜的频繁发射，还是美韩的联
合军演，实质都是向对方的施压，目的
是在无核化谈判中获取更多筹码。

留有余地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过去数次发射

的发射体射程均为短程，朝方称发射的
是“新型战术制导武器”或“大口径火箭
炮”，美日韩则认定其为短程导弹。对
此，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
级研究员金度渊（音）认为，朝鲜选择
发射短程导弹既能保持一定强硬姿
态，让自己以更有利的局面开始新一
轮朝美谈判，又不会彻底激怒美国。

而反观美国方面，尽管没有理会
朝鲜的警告坚持军演，但对朝鲜的发
射活动却也表现得十分“淡定”。美
国总统特朗普8月2日表示，朝方发
射短程导弹没有违反他与金正恩达
成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6
日说，美方不会对朝鲜的发射活动

“反应过度”，将继续敞开对话大门。
8月9日，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

示，他8日再次收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的来信。尽管金正恩在信中表达了对
美韩联合军演的不满，但特朗普仍然称
这是一封“美好”和“非常积极”的信件。

分析人士认为，不论是金正恩写
信的行为还是特朗普把信件公开以
及有关表态，还是朝鲜选择发射短程
发射体和美国对此的“淡定”态度，均
表明双方在相互施压的同时又都留
有余地，通过对话谈判政治解决朝核
问题仍是双方共识。

僵局待破
今年2月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无

果而终之后，朝美关系和半岛无核化谈
判陷入僵局。特朗普6月30日在板门
店与金正恩的短暂会面为对话谈判带
来新契机，但双方商定的重启工作磋商
进展并不顺利。鉴于朝方目前反对美
韩联合军演的立场，金度渊认为，美朝
在美韩军演结束前很难重启工作磋商。

在此前谈判中，美方坚持要求朝鲜
首先完全弃核，否则不能放松对朝经济
制裁；而朝方则坚持“分阶段、行动对行
动”的原则，不愿意进行“一揽子交易”。

王俊生表示，在双方缺乏互信、分
歧明显的背景下，未来无核化谈判过程
中，美国能否切实考虑朝鲜的合理关
切，双方能否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有
效缩小在无核化路径和目标上的严重
分歧，将是半岛问题能否破局的关键。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于荣）

发射对军演 朝美相互示强有何用意

欧洲科学家正开发
可自我修复的柔性机器人

据新华社伦敦8月9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
剑桥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正在与欧洲团队
合作研发一种新型柔性机器人，无须人类帮助就可
实现自我检测和临时修复，从而继续开展工作。

这一科研项目由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和
瑞士等多国科研机构参与。项目目前已获得欧盟
委员会的资助，预计耗资300万欧元。

剑桥大学的托马斯·乔治·图鲁塞尔博士介绍
说，自我修复材料未来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机器
人，包括模块化机器人、教育机器人以及进化型机
器人等，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俄罗斯火箭发动机试验爆炸
已造成5人死亡

新华社圣彼得堡8月10日电（记者鲁金博）
据俄罗斯媒体10日凌晨报道，8日在俄罗斯阿尔
汉格尔斯克州一个军营发生的液体燃料火箭发动
机试验爆炸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

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的消
息报道说，目前已有5人在此次爆炸事故中死亡，
还有3人受伤，伤者正在专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8日，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说，
爆炸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和当地政府均表示，爆炸事故
发生后，相关区域辐射指标正常。

据塞尔维亚媒体8月9日报道，泰国前总理
英拉获得塞尔维亚国籍。另据报道，泰国总检察
长办公室国际事务部主任差丛9日对泰国媒体表
示，英拉获得他国国籍，泰国对英拉的追逃程序并
不受影响，最高法院判决仍然有效。

这是2017年8月1日在泰国曼谷拍摄的英
拉到达最高法院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泰国前总理英拉获得塞尔维亚国籍

8月9日，在俄罗斯鄂木斯克，俄罗斯代表队
参加“修理营”项目比赛。

“国际军事比赛-2019”“修理营”项目于9
日在俄罗斯鄂木斯克举行。本次国际军事比赛
于3日至17日在10个国家举行，来自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223支代表队参加32个比赛项目的
角逐。 新华社发

“国际军事比赛-2019”
“修理营”项目在俄举行

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滩
海边掀起巨浪。 新华社发

8月10日，浙江温岭市区一
处停车场积水严重。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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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团队发现凝血因子
或有助对抗“超级细菌”

新华社伦敦8月9日电 一个中国团队9日
发布报告说，他们发现凝血因子这种人体受伤后
参与血液凝固的血液成分，有潜力在对抗多重耐
药的“超级细菌”方面发挥作用。

四川大学学者领衔的团队在中国科学院与英
国自然出版集团合作出版的期刊《细胞研究》上发
布报告说，他们发现凝血因子VII、IX和X除了在
凝血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可能还可以对抗革兰氏
阴性菌，其中包括绿脓杆菌和鲍曼不动杆菌等耐
药性极强的“超级细菌”。

革兰氏阴性菌的特点是具有由一层内细胞
膜、一层薄的细胞壁和一层外细胞膜组成的包膜，
这让它们很难被杀灭。“超级细菌”导致的感染会
造成紧急公共卫生风险，因为目前缺乏对抗这类
细菌的有效药物。

中日战略对话
时隔7年重启

新华社日本长野8月10日电 8月10日，外
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
在长野县共同主持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双方就
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
交换了意见。

双方再次确认，将积极落实中日领导人大阪
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
的中日关系。

本轮中日战略对话系时隔7年重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