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世界新闻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林永成 美编：杨薇 检校：张媚 苏建强A12 综合

■■■■■ ■■■■■ ■■■■■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20分 印完：5时5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史上最差国务卿。”《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不久前如
此评价美国现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这位公然宣扬“撒谎、欺骗、偷
窃”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就任国务卿
两年多来，不仅让国务院士气跌入谷
底，更让美国外交政策陷入泥潭，让
美国国际信誉蒙尘。

蓬佩奥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参军，
退伍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此
后一度经商，2011年当选堪萨斯州
联邦众议员，步入政界。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他被任命为美
国中情局局长。2018年3月，特朗普
提名蓬佩奥取代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他任国务卿后，美国在伊朗核问

题、巴以问题和朝核问题上的政策饱
受诟病。他大力推行的“抹黑外交”

“施压外交”“制裁外交”令美国在国
际上引起争议。

蓬佩奥上任后不到两周，美国正
式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对伊朗的
全面制裁。两年多来，美国对伊朗的

“极限施压”政策遭到国际社会批评，
也未能迫使伊朗屈服。

在巴以问题上，美国不顾国际社
会反对，不仅把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
撒冷，还公开为以色列扩建犹太人定
居点“开绿灯”。美方今年年初公布
的“中东和平新计划”遭到巴方明确
拒绝，巴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朝核问题上，美国也陷入尴尬。
两年多来，虽然美朝领导人多次会
晤，但双方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分
歧依旧难消，就无核化的定义和实现
路径始终无法达成共识。2019年8
月，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批评

蓬佩奥涉朝言论“越过了红线，不仅
使准备恢复的朝美工作磋商很难召
开，而且将进一步恶化朝美关系”。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蓬佩奥诬称
中方隐瞒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美国将
退出世卫组织，推卸美国抗疫不力的
责任。《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评论指
出，在此非常时期，蓬佩奥无心促进
国际社会联手抗疫，对盟友的援助许
诺只是“空头支票”，他更关心的只是
如何借机打压对手。

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在外交
政策方面，蓬佩奥削弱美国信誉的倾
向再强烈不过。

今年5月，在蓬佩奥建议下，特
朗普解除国务院督察长史蒂夫·利尼
克的职务。《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报
道说，利尼克被解职前正在调查蓬佩
奥是否存在要求国务院工作人员帮
他和他妻子遛狗、去干洗店取衣物、
餐厅订座等以公谋私行为。还有多

家美国媒体披露，在国会众议院去年
9月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后，蓬
佩奥曾千方百计阻挠国务院官员到
国会作证。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蓬佩
奥还多次在国务院公款设宴，受邀者
多为美国商界、政界和媒体人士，而
来自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或官员仅占
14%左右。蓬佩奥用公款为个人未
来政治生涯“铺路”的做法引起美国
社会不满。

前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
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说，蓬佩奥治
下的国务院遭受着自“麦卡锡时代”
以来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纽约
时报》网站近期在题为《蓬佩奥使美
国国务院蒙羞》的文中说，“蓬佩奥损
毁了国务院用几个世纪的服务和牺
牲建立起的声誉”。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记者刘
品然 刘晨 刘阳）

美媒为何称蓬佩奥
“史上最差国务卿”

新华社日内瓦7月1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专家7月1日强
调，一项最新研究提到的存在于猪
群中的G4 EA H1N1流感病毒并
非新病毒，各国及世卫组织的流感
监测网络已对其监测多年，且已研
发出多种用于研制相关疫苗的候选
疫苗株。

日前，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
发的一篇论文称，研究人员在2011
年至2018年间对近3万头猪的鼻拭
子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猪群中存在的
G4 EA H1N1流感病毒（G4基因型

欧亚类禽H1N1流感病毒）具有较高
传染性，已具备感染人的能力，有可
能造成全球大流行。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
克尔·瑞安在1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这一研究中所指的 G4
EA H1N1病毒从2011年以来一直
处于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
系统的监测下，这项研究的开展也
是基于2011年以来的监测数据。

他强调，G4 EA H1N1病毒并
非一种新病毒。中国农业科学院哈
尔滨兽医研究所此前就已发现这种

病毒，并证明其已具备感染人的能
力。有可能造成大流行的流感病毒
种类众多，2009年导致大规模疫情
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就是其中之
一。因此，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内都
应加强对G4 EA H1N1病毒的监
测，对其保持警惕。

瑞安提到，世卫组织和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合作研发出多
种用于研制相关疫苗的候选疫苗
株，且始终关注每种疫苗株的进展，
确保一旦找到有效疫苗株就能够开
展大规模疫苗生产。

世卫组织专家：

最新研究所指猪流感病毒并非新病毒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日电 美国交

通部1日公布的报告说，调查显示，美国波
音公司提交的737 MAX系列飞机认证文
件中未提供飞机控制系统的关键设计变
化信息，以至于美联邦航空局审批时未把
重点放在降低该控制系统的相关风险上。

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2018年
10月和2019年3月发生两起空难事
故，使该飞机获美联邦航空局安全认证
的程序备受质疑。波音公司首席执行
官丹尼斯·米伦伯格去年10月在美国
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两起空难
均与“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自
动防失速软件被错误激活有关。

据最新报告介绍，2012年初，波音向
美联邦航空局提交了其737 MAX 8飞
机认证的初步申请。申请初期，波音提供
的关于“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信息非常
有限，因此这一系统当时未被美联邦航空
局作为认证重点之一，美联邦航空局工
程师和波音相关人员也没有对此进行详
细审查和讨论，以至于美联邦航空局“未
能有效降低这一软件系统的相关风险”。

美国国会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
员会主席彼得·德法齐奥当天表示，这份
报告呈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内容，包
括波音为尽早将737 MAX系列飞机
推向市场而向监管机构隐瞒重要信息。

波音向美联邦航空局隐瞒
737 MAX飞机设计变化重要信息

缅甸宣传部2日发布通报说，该国北部克钦
邦帕甘地区一处矿区当天发生坍塌事故，目前遇
难者人数已上升至146人。图为救援人员转移遇
难者遗体。 新华社发

缅甸北部发生矿区坍塌事故
146人遇难

蓬
佩
奥

俄战机在黑海上空
拦截美军侦察机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日电（记者李奥）俄罗
斯黑海舰队苏-27战机7月1日在黑海水域上空
拦截一架美军侦察机。

俄罗斯媒体1日援引俄南部军区的声明报道
说，俄罗斯南部军区防空部队当天在黑海水域上空
发现一架美国空军RC-135W“联合铆钉”侦察机，
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派出苏-27战机紧急升空拦
截目标，以防止其侵犯俄罗斯领空。

6月29日，俄南部军区苏-27战机曾在黑海
中立水域上空拦截美军侦察机。

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转阴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7月2日电（记者任军）哈
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新闻秘书乌基
拜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当
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将根据医生建议
继续隔离并远程办公。

6月18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发布消息
说，纳扎尔巴耶夫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开始
自我隔离。

据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消息，此前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的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尼格马图林的
最新检测结果也已转阴。

自5月11日解除全国防疫紧急状态后，哈萨
克斯坦疫情反弹，十几名高级别官员先后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

重庆一物业公司
堵塞“生命通道”被判担责

广告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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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装修
电线安装有技巧

家居装修中，电线安装包括以下步骤：定位—
开槽—预埋—配管—布线—检测—绘图。

定位
根据施工图，用墨斗沿红外线水平仪在四周

墙面弹出施工水平线，确定位置。
开槽
定位完毕，按照已经确定的线路走向进行弹

线切割，再用电锤凿出线管和底盒的位置。切割
时应做到横平竖直，美观规范。

预埋
切割后的管槽内外要清理干净，保证槽面平

整。洒水湿润后，再进行底盒的预埋。
配管
设置线管，分为地面、墙上和天花板设置三种

方式。不同的位置，设置要求各有不同。但总体
上要做到横平竖直，实用为主。厨房、阳台、卫生
间的地面下不能铺设电线。

布线
电气线路采用符合防火要求的配线，导线采

用绝缘铜线，布线应分色。
检测
电气线路安装完毕后，使用兆欧表对所有线

路进行测试。
绘制竣工图
完成工程施工并且检测合格后，根据管线的

走向和分布情况绘制电路竣工图。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重庆一物业公司因堵塞“生
命通道”，延误火灾扑救，造成小
区业主损失扩大被判担责。近
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审结
该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物业
公司被判决承担 30%的赔偿责
任，共计赔偿原告财产损失4万
余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犹某
系渝北区某小区业主，被告系原
告所在小区物业服务公司。2017
年 3月19日，原告房屋室内发生

火灾。消防员接警进入小区时发
现，物业公司设置的铁制地桩占
用了消防通道，致使消防车通行
受阻，进而影响了火灾扑救。这
起火灾导致原告户内家具、电器
烧毁，并造成原告及其四邻的房
屋不同程度受损，过火面积约20
平方米，直接财产损失 13.67 万
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
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约
定，被告应保持公共区域之水、电、

气、消防装置等处于良好运行状
态。案涉小区的《业主临时公约》
也规定，禁止占用、堵塞楼道、走
廊、消防通道及安全出口，以保证
公共通道畅通和消除消防隐患。
该案中，被告设置铁制地桩占用消
防通道的行为违反了上述约定及
规定，故应当认定其存在违约行
为，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
虑被告的过错程度，法院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周闻韬）

中国建设银行日前分别与沈

阳、南京、青岛、合肥、长沙签订《发

展政策性租赁住房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初步测算，建行预计提

供不少于1100亿元的贷款，支持5

个城市在未来三年内以市场化运

作方式筹集约40万套（间）政策性

租赁住房，解决约80万新市民的

安居问题。

2019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以

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为出发点，加

快建立以公租房、政策性租赁住房

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

障体系，促进住房保障对象从以户

籍家庭为主转向覆盖城镇常住人

口，住房保障方式从以政府投入为

主转向政府政策支持、吸引社会力

量投入为主。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的相
关调查数据测算，目前我国约有2
亿新市民。2019年底，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部署在沈阳、南京、苏州、
杭州、合肥、福州、济南、青岛、郑
州、长沙、广州、深圳、重庆13个城
市开展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试点工

作，重点是大力发展政策性租赁住
房。

今年5月9日，建行与广州、杭
州、济南、郑州、福州、苏州首批6
个城市签订《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
战略合作协议》，6个城市在未来3
年内将筹集80万套（间）政策性租
赁住房。

政策性租赁住房建设是租赁
住房市场建设的基础工作，也是破
解当前租赁住房建设瓶颈的有效
举措。一方面，政府给予政策支
持，破解租赁住房建设瓶颈，调动
市场主体积极性，吸引企业和其他
机构投资建设政策性租赁住房，并
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等要素资源
更多地流向政策性租赁住房。另
一方面，享受了政府政策支持的住
房，应坚持小户型、低租金、面向新
市民，补齐租赁市场缺少小户型低
租金租赁住房的短板，促进住房租
赁市场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 王优玲）

建行支持五城发展
政策性租赁住房

记者从江西省住建厅获悉，近两年

全省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截至

目前已完成改造小区367个、惠及居民

14.3万户。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千家万户，江西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推动标准先

行，指导设区市按基础类、完善类和提

升类3个标准开展改造，并优先解决改

善供水、雨污分流、房屋漏水、环卫治

理、建筑安全等直接影响居住安全和居

民生活的突出问题，具备条件的可开展

完善型、提升型建设改造。

在资金保障方面，江西近两年共获

得中央资金80.6亿元；2019年全省地

方财政共出资19.8亿元，吸引产权单

位、社会资本和居民出资1.31亿元参与

老旧小区改造。一些地方还积极探索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方式进行多元

化融资。

为促进老旧小区改造后长效化管

理，江西积极引导小区在改造过程中成

立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或业主自治小

组，解决物业管理缺位等问题。武宁县

“心怡水湾”是当地老旧小区之一，通过

吸收业委会参与，不仅在1个月左右时

间就完成了防盗网拆除、道路白改黑、

雨污水管网全覆盖等难度较大的改造

提升，居民还自发建立“红黑榜”制度，

促进日常环境维护。小区业委会主任

胡著兰说：“以前有‘破窗效应’，物业费

欠缴、垃圾乱扔是常态，随着环境变好，

居民习惯也在改变，小区进入了良性循

环。”

（据新华社电 记者 余贤红）

房·资讯

江西老旧小区改造
惠及居民14.3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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