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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面对反对声浪，农林水产大臣野上
浩太郎强调，日本政府尚未在这一问题
上做出决定。但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福
岛核污水日趋“饱和”的现状，日方决定
排污还是大概率事件。

各方对于核污水排放问题的担忧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政府和东电
公司在福岛核事故处理方面有过多次

“不诚实”记录。在核事故初期，日本政
府宣称“核事故影响有限”“善后处理进
展顺利”，但事实证明根本就不是那么
回事。东电公司在事故初期就已知道
堆芯熔毁，却试图隐瞒真相。关于核污
水问题，东电公司曾声称自2011年6月
后福岛第一核电站没有新的放射性污
水排入海洋，但后来又承认有受污染的

地下水流入海洋。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此前不透

明的操作导致国内外对其核事故善后处
理工作质疑不断、反对声浪高涨，这些
劣迹让人们不敢轻易相信其说辞。核
污水对海洋环境和渔业资源的长期影
响难以评估，而一旦造成严重后果将难
以挽回。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尽管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为排放核
污水找了很多理由，但人们依然对此疑
虑重重。

有媒体指出，东电公司称没有土地
修建新的存储设施，但福岛第一核电站
周边有大量因辐射量过高而不适宜居住
的“禁区”，日方完全可以利用这些闲置

土地来新建存储设施。
此外，经过处理的福岛核污水中除

了氚，其实还有其他一些放射性物质。
尽管这些放射性物质的含量较低，但其
排入大海后对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的威胁还是不能忽略。

福岛核污水将排放入海的消息一出，

在日本国内外激起一片反对声浪。日本全
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岸宏16日向日
本政府递交请愿书，表示渔业从业者一致
反对核污水入海。韩国外交部官员也表
示，韩方一直要求日方在核污水处理上做
到信息透明并与国际社会保持沟通，要求
日方优先考虑对周边环境和人体的影响。

共同社等多家日媒日前报道，日本
政府已确定方针，将把经过处理的福岛
核污水排入大海，并很可能于本月内召
集相关阁僚开会正式做出决定。报道
称，经济产业省官员本月中旬访问福岛
县，向当地说明处理核污水的情况以及
应对舆情的计划等。

核污水处理是福岛核事故善后处理
中的一个重大难题。2011年“3·11大地

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熔毁、放射
性物质外泄，持续冷却堆芯的作业以及
雨水、地下水流入反应堆设施产生了大
量核污水，并在不断增加。

对于这些核污水，东电公司采用多
核素去除装置进行过滤处理，但这种装
置无法有效去除核污水中具有放射性的
氚。经过处理的含氚污染水被存储在大
型罐体内，截至今年 9 月已有 123 万

吨。东电公司称，目前已无法在福岛第
一核电站内新建存储设施，而现有存储
容量将于2022年夏天用尽。

日本政府负责处理福岛核污水问题
的一个委员会今年2月发表报告称，将
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入海洋或蒸发后排
入大气是“现实选择”，其中排入海洋在
技术上更为可靠。按照日方说法，氚排
入海中对人类健康影响相对较小。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打算把大量储
存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
污水排入大海。这一设
想在日本国内及周边国
家引发反对声浪。

分析人士指出，尽
管日方宣称这些核污
水排放前已经过处理，
但鉴于日本政府和福
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
电力公司（东电公司）
在核事故处理和污染
物排放方面曾有隐瞒
行为，核污水入海可能
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
和渔业资源产生的负
面影响仍然引发普遍
担忧。

多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拜登支持率两位数领先特朗普

美国总统选举，民调这回靠谱吗？

仍难预测

民调机构和选举分析师
谨慎指出，民调结果并不足以
准确预测投票结果，而且民调
存在误差。

美国各地选民登记情
况差异巨大，令投票率预测
格外困难。从以往经验看，
共和党选民通常比民主党
选民投票积极性更高。两
党在最后冲刺阶段比拼的
是谁能动员更多选民出门
投票。

受疫情影响，今年邮寄投
票和提前投票的比例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我们不清楚这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益普
索分析师杰克逊说。诸多复
杂因素影响投票，增大结果预
测难度。

“这场竞选比我们在推特
和电视上看到的分析激烈得
多，”拜登竞选团队经理珍·奥
马利·狄隆说，“在决定胜负的
关键战场州，我们和特朗普仍
然不相上下。”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修正“错误”

一些分析师认为，特朗普言行引发
众多争议，支持他的选民在接受调查时
可能倾向于不表态。

特朗普曾在动员选民时说：“民调上
次错了，这次错得更多。”

益普索分析师克里斯·杰克逊告诉
法新社记者，四年前投票日前夕，民调预
测希拉里在全国得票率小幅领先是正确
的，失准的地方出自中西部“摇摆州”。
原因之一是民调所采样本中，无大学学
历白人居民人数较少，代表性不足，而这
一群体中不少人支持特朗普。

大多数民调机构表示，这次已经修
正采样方法，避免再犯相同错误。在四
年前几个预测“出错”的“关键州”，调查
更仔细、更频繁。

民调专家还注意到，相比上届大选，
今年调查结果呈现较大连贯性：自今年
春天以来，拜登平均领先幅度未低于4
个百分点。而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
在支持率曲线两次交叉，“胜负”易位，显
示不稳定性。

另外，一些分析师认为，由于美国政
治氛围高度两极化，尚未决定投票意向
的中间选民较少，在最后一刻导致结果
翻盘的可能性较小。

“战场”胶着

雅虎新闻委托舆观调查公司16日至18日做网
络调查，显示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51%和
40%，差距为今年选前全国性民调最大。拜登领先
幅度较前一周增加3个百分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与公共广播公司联合民调、全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
日报》联合民调也显示拜登支持率领先11个百分点。

“真正透明政治”网站综合各家民调平均数据
报道，自9月29日总统候选人首场辩论以来，拜登
领先幅度从6.1个百分点扩大到8.9个百分点，近
两周支持率稳定保持在51%以上。

只是，总统选举并非靠普选票、而是靠各州的
选举人票决定胜负。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民调领先，在全国范围获得的普选票比
特朗普多200万票，但根据选举人票“赢者通吃”
的规则，特朗普拿下多个关键的“摇摆州”，赢得过
半选举人票，因而当选。

今年选举，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亚利桑那、威
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六大“摇摆州”是必争之
地。拜登目前在这些州的支持率领先，但最近三周难
以拉大差距，且领先优势有时在民调误差范围之内。

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19日发布的民调结果
显示，拜登在宾州以49%领先特朗普的45%，差距
较前一周缩小3个百分点；在佛州，拜登49%，特
朗普47%；北卡为48%对47%；亚利桑那是50%
对46%。拜登在威斯康星和密歇根两州优势最
大，均为51%对43%。

距离美国总统选举投
票日不到半个月，多项民意
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范围
内，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相对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先优
势达到两位数，但两者支持
率在六大“摇摆州”逐渐缩
小差距。

四年前，特朗普在民调
显著落后的情况下获胜，令
人大跌眼镜，选前民调可信
度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
这一回，民调靠谱吗？

防止辩论时插话

美总统竞选
辩论设新规

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委员
会19日宣布，22日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前副总统乔·拜登的竞选辩论
增设麦克风静音规则，以避免
出现两人首场辩论时互相插
话的混乱场面。

特朗普一方反对委员会
“最后一刻”更改规则，并对辩
论主题和主持人等提出诸多
不满。不过，特朗普22日仍会

“应战”。
依据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委

员会19日傍晚公布的新规则，
在时长15分钟的主题辩论开
始阶段，一方候选人的麦克风
会在对方作两分钟主旨发言时
被关闭，但在后续自由辩论时
会保持开通。而被对手打断所
占用的时间将返还给候选人。

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希
望候选人尊重彼此时间，为了
观众的利益推动公民对话。”

特朗普和拜登9月29日的
首场面对面“对决”因两人乃至
主持人经常同时讲话被批“混
乱”“糟糕”。美国媒体Axios统
计，特朗普在辩论中共打断拜登
71次，拜登也打断特朗普22次。

两人原定15日晚“二辩”，
但因特朗普本月初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他与拜登团队就辩论
是否改在线上举行无法达成一
致，辩论被取消。他们当天分
别在不同电视台举办与“二辩”
形式相同的选民问答会。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打算把大量储存的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

日本设想引发国内外反对声浪

污水无处存

各方反弹大

后果难估量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9日电（记
者许缘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
席鲍威尔19日表示，美联储距离发行
数字货币尚有进一步工作要做，目前
还没决定是否发行数字货币。

鲍威尔当天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时表
示，在发行数字货币前，美联储还需广
泛咨询利益相关者，并深入评估数字
货币对美国经济和支付系统的潜在成
本和收益，目前还未决定是否发行数
字货币。

鲍威尔指出，任何数字货币都应

该是对现金的补充，而非取代现金。
数字货币也不应取代商业银行等私营
部门的美元电子支付形式。由于私营
部门对公共福祉“不负有责任”，私营
部门不应参与到美元数字货币的设计
和发行中。

当天，IMF发表文章，探讨可用于
跨境支付的新数字货币形式对宏观金
融的影响。文章指出，跨境数字货币
将带来风险和政策挑战。如果缺乏相
关保障措施，跨境数字货币可能会为
非法流动提供便利，加大监管当局实
施外汇限制和管理资本流动的难度。

美联储尚未决定是否发行数字货币

美国国防部官员19日宣布，军方
将打造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以替
换已连续服役50年的“民兵3”型核
导弹，预估成本达958亿美元。

美联社报道，五角大楼上月向美国
国会递交更新“民兵3”型核导弹成本预
算，直到19日才公开，新估值比4年前同
一项目所报预算高100亿美元。美国准
备未来数十年内完成核武器“几近全面
更新”，预估总成本逾1.2万亿美元。

前国防部长威廉·詹姆斯·佩里等
人认为，洲际弹道导弹并非保障美国
国家安全的必需品，五角大楼却说这
种导弹对“阻遏战争”目标至关重要。

美国现部署装备单枚核弹头的
“民兵3”型导弹共400枚，分布在蒙大

拿、内布拉斯加等五州的地下发射井。
美国为更新核武库同时打算打

造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以替换现有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新型
远程可携带核弹头轰炸机替换B-2
隐形轰炸机；打造新一代空中发射核
巡航导弹与新型核指挥与通信系
统。美国同时有意更换核弹头，包括
以148亿美元预算更换洲际弹道导
弹所携核弹头。

美国核武器现代化升级项目由前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启动，特朗普上任
后继续推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
拜登说，如果当选总统，他会考虑设法
缩减这一项目。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升级核导弹 欲花费近千亿美元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夫人布丽吉特·马克龙因接触过新冠确诊患者，从19日
开始自我隔离7天。图为布丽吉特·马克龙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因接触新冠确诊患者

法国总统夫人开始自我隔离

阿根廷卫生部19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
100万例。阿根廷成为继美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之后，第五个累计病例数达
“百万级”的国家。图为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医院，医护人员佩戴防护
面罩。 新华社/路透

阿根廷成全球第五个
新冠病例数破百万国家

新华社伦敦10月19日电（记者
张家伟 金晶）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网
站19日报道，该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帕特里克·瓦兰斯当天表示，至少到明
年春季前，英国“不太可能”会有一种
新冠病毒疫苗能够提供给本地社区大
范围使用。

据报道，瓦兰斯在英国议会一个
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初步临床试验
显示，一些候选新冠疫苗能在志愿者
身上诱导产生免疫应答，但只有经过
3期临床试验才能确认这些候选疫苗
是否可以保护人们不被病毒感染。

他说，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人们将

知道哪些候选新冠疫苗能够发挥保护
作用以及这一作用能够持续多久。

瓦兰斯说，某种新冠疫苗有望在
今年年底之前少量提供给部分人群。
通常研制一款疫苗需要数年，因此必
须向公众“展示”新冠疫苗功效的“现
实情况”，不应过度承诺。

在英国，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等正全力开发新冠疫苗，其中牛津大
学的项目进展较快，已在全球多个地
方开展临床试验。

英国政府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8804例，累
计确诊741212例。

英国政府科学顾问：

新冠病毒疫苗大范围使用还需等待

图为在日本福岛县广野町的一处混凝土防波堤。 新华社发

特朗普（左）与拜登在首场电视辩论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