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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世界最大柴电破冰船启用

11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在停靠于圣彼得堡的柴电动力破冰船“维克
托·切尔诺梅尔金”号上与船员们合影。

世界最大的柴电动力破冰船“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号11月3日在俄罗斯
圣彼得堡启用。俄总统普京参加启用升旗仪式时说，俄罗斯正在研制新型柴电
和核动力破冰船。 新华社/美联

广告·热线：66810888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惠侨琼宇实业有限公司，位于琼海市彬村山华
侨经济区，用地面积为9619.01平方米（约14.42亩），公司现申报项目建
筑设计方案，申报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21585.54m2（计容建
筑面积17167m2），容积率1.78，建筑密度35%，绿地率35%。为了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
日（11月5日至11月13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 南

日报和用地现场。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790536597@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502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
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0898—
62822440，联系人：李劲松。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3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琼海彬村山新侨街区项目建筑方案设计的公示

美国总统选举选情胶着结果未定

3日是美国总统选举日。
4日凌晨，一些州仍在统计票
数，谁能当选犹未可知。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曾承
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带领
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虽然 4 日退出《巴黎协
定》，美国依旧是《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的一员。埃斯
皮诺萨说，该公约秘书处将

“准备好为美国重新加入《巴
黎协定》提供各类帮助”。

欧美一些投资人士4日
呼吁美国尽快重回《巴黎协
定》。贝拉克·奥巴马任美国
总统时，承诺在《巴黎协定》框

架下，到2025年将美国温室
气体减排至比2005年水平少
26%至28%。外界预测，拜登
如果当选，可能会执行比奥巴
马时期更进一步的减排目
标。拜登曾提出投资2万亿
美元用于经济转型，以期到
2050年实现零排放。

美国荣鼎咨询公司预
测，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
放水平比 2005 年低 21%左
右；而如果特朗普赢得第二
任期，美国到2035年时的温
室气体排放水平可能比2019
年高30%。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美 国 政 府
一年前致信联
合国，告知美方
启动退出《巴黎
协定》程序。退
出程序耗时一
年，美国于4日
正式退出该协
定，成为近200
个缔约方中，唯
一一个退出该
协定的国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4日说，
美国的退出，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以及
全球为实现《巴黎协定》所做努力留下一
道缺口。

《巴黎协定》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上达成，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2016年11月4日生效。协定提出，各
方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
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
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
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

唐纳德·特朗普上次竞选美国总统时
许诺将退出《巴黎协定》。他就任总统后，
于2017年6月宣布美方将退出《巴黎协
定》，理由是履行该协定会伤害美国经
济。但协定禁止任何缔约方在协定生效
起3年内退出，美国遂于去年11月4日，
即“解禁”当天启动退出程序。

正式退出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4 日电
（记者邓仙来 徐剑梅）2020年美
国大选投票当地时间3日晚全部
结束，并随即开始计票。经过一
夜等待，美国人未能等来谁将成
为他们下一任总统的明确结果。

根据初步计票和美国各大媒
体测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
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前副总统拜登选情异常胶着，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日6时，两人
均暂未获得当选总统所需的270
张选举人票。拜登在已获选举人
票数上稍稍领先，并赢得“摇摆
州”之一的亚利桑那州，但特朗普
也拿下了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

两个“摇摆州”，并在多个计票尚
在进行的“摇摆州”暂时领先。

据媒体报道，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等重要“摇摆州”之所以
难以按惯例在选举日当晚完成计
票，主要是新冠疫情等因素导致
邮寄选票、提前投票数量激增，增
加了统计难度和所需时间。

4日凌晨，拜登率先发表简短
讲话称，他对赢得胜利充满信心，
因大量选票仍在统计中，希望广
大选民保持耐心。特朗普随后也
发表讲话，称自己认为“确实已经
赢得本次选举”，但指称可能发生
舞弊行为，将诉诸联邦最高法院
解决。拜登阵营对此回应说，其

法律团队已就应对“总统实施其
阻止继续计票的威胁”做好准备。

由于新冠疫情、政治极化、种
族矛盾等问题交织叠加，2020年
美国大选异常复杂激烈，充满不确
定性。选前很多媒体和民众就担
心选举结果可能延迟出炉，造成争
议并引发混乱和动荡。美国媒体4
日评论称，大选夜的胶着局面，进
一步显示出美国社会和民意的严
重分裂。

3日的大选还涉及数百名国
会参众两院议员和十多名州长等
地方官员的改选。截至发稿时，
尚有数十个国会席位的计票仍在
进行中。

期待回归

空中客车公司与美国新技术企业
Koniku合作开发一项能模仿生物嗅
探功能的机场安检技术，预计12月在
新加坡樟宜机场和美国旧金山国际机
场实地测试。

这项技术对活细胞进行基因改
造，使它们具有嗅觉功能，并将这些活
细胞与能处理气味信号的芯片融合在
一起。相关装置重量不到350克，外
形像一个凝胶质地的紫色小飞碟，可
以安装在机场旋转门、值机柜台、机舱
等多种场所，探测到危险气味时亮灯
报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3日援引
Koniku创办人奥希奥雷诺亚·阿加比
的话报道：“我们提取生物细胞，即活
性物质，对它们进行改造，使它们能探
测到气味，就像鼻子中的生物活性物

质一样。”
空客美国分公司产品安全负责人

朱利恩·图佐说，与用于机场安检的嗅
探犬相比，这种仿生嗅探装置具有应
用更方便、成本低、可24小时工作的
优势，可以作为机场安全“第一道防
线”，在旅客刚一到达机场就对他们实
施检测。

这种技术遭到一些科学家质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专家蒂莫西·
斯威盖尔说，实现阿加比说的那种功
能需要“一些技术奇迹”，将天然蛋白
质融合进芯片电路中极为困难，因为
细胞非常脆弱，它们与化学物质之间
的相互作用是个复杂过程。斯威盖尔
说：“电子鼻的概念一直有问题，很多
公司在这个领域触礁。”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空客参与开发机场用仿生嗅探技术

一种已“消失”一个多世纪，科学
家担心已“灭绝”的变色龙在马达加斯
加一家餐厅的花园里现身，给发现它
们的研究人员带来惊喜。

英国《泰晤士报》3日报道，这种变
色龙名为弗尔茨科变色龙，1893年首
次出现在文字记录中，上一次见到它
的记录是在1913年。这次弗尔茨科
变色龙现身是研究人员2018年4月在
位于马达加斯加西北部海滨城市马任

加的一家餐厅花园的树林里发现它
们，共有3只雄性和15只雌性，但研究
人员直到今年10月30日才在德国爬
虫学期刊《蝾螈》上报告这一发现。

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列出25
种对生态保护有重要意义、“最想找到
的”失踪物种，其中多数是动物，弗尔
茨科变色龙是这些物种中第6个被重
新找到的。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灭绝”变色龙现身马达加斯加餐厅花园

宠物鹦鹉不仅能凭借“能说会道”
博主人一笑，关键时刻甚至能救主人
一命。澳大利亚一户人家就养了这样
一只鹦鹉。

澳大利亚新闻网4日报道，安东·
阮家住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养了一只
鹦鹉，给它起名“埃里克”。阮3日深夜
熟睡时，忽然听到“埃里克”不断大声叫
他：“安东！安东！”他闻到烟味，发现房
屋后部窜出火苗，马上带着“埃里克”跑

出家门。虽然他家安了烟雾报警器，但
“埃里克”先于报警器发现火情。

消防员4日凌晨2时30分赶到现
场时，阮家房屋已被火吞没。消防员
用了大约一小时将火扑灭，阻止了火
势蔓延到其他房屋。昆士兰州消防局
发言人说，阮在火灾现场得到医护人
员察看，无需前往医院。此次起火原
因仍在调查中。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鹦鹉叫醒熟睡主人逃离火灾

马拉多纳脑部查出血肿 医生称手术成功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4

日电 阿根廷足球名将迭戈·马拉多纳此
前因颅内检测出了血肿，3日晚间在一家
私立专家诊所进行了紧急手术。据医生
透露，马拉多纳手术成功，恢复较好。

马拉多纳的医生表示，已成功移
除肿块，但仍将对他进行密切观察。

大批马拉多纳的粉丝聚集在诊所门口
举着印有马拉多纳头像和“加油，马拉
多纳！”字样的横幅。

媒体推测马拉多纳脑部的血块是
由于脑部曾受到过撞击导致的。神经
外科医生表示，此类手术病人在24小
时或48小时内就能够出院。

奥地利政府官员3日说，维也
纳枪击案中遭警方击毙的枪手“愚
弄了”司法人员，他先前服刑时假装
悔改以获得假释，但出狱后作案。

枪手库伊蒂姆·法伊楚莱现年
20岁，祖籍北马其顿，出生在奥地
利，有奥地利和北马其顿双重国籍。

奥地利内政部长卡尔·内哈默
说，法伊楚莱有前科，他因试图前往
叙利亚投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去年被判处22个月监禁并接受去
极端化改造。法伊楚莱去年4月开
始服刑，但当年12月即获假释。

“他愚弄了司法系统的去极端
化项目人员，借此提前获释。”内哈

默说。出狱后，法伊楚莱按照规定，
定期向当局报到。“显然，这名袭击
者表现得已经融入社会，但实际上
完全相反。”内哈默说。

奥地利警方已经搜查18处地
点，包括法伊楚莱的住所。内哈默
说，警方发现他支持“伊斯兰国”组
织的证据，包括他在社交网络上传
照片和文字，显示他拿着一支突击
步枪和一把砍刀。警方在枪击案现
场发现上述武器。

“伊斯兰国”组织3日“认领”了
这次袭击。

奥地利警方已经逮捕14名嫌
疑人，不过没有发布具体情况。另

外，瑞士警方3日逮捕两名嫌疑人，
都是年轻男子。瑞士司法部长卡
琳·凯勒－祖特尔告诉瑞士媒体，这
两名嫌疑人与法伊楚莱是“朋友”。

内哈默说，调查人员调阅枪案
现场视频，“现阶段没有证据显示有
第二名袭击者”。他同时呼吁民众
向警方提供他们拍摄的视频以协助
调查，而不是上传社交媒体。奥地
利警方说，已经投入至少1000名警
察搜寻嫌疑人。奥地利军方派遣士
兵守卫维也纳重要地点。

这次袭击已经致死4人，另有
十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
重。奥地利全国公共建筑3日降

半旗，民众中午默哀一分钟，总统
亚历山大·范德贝伦、总理塞巴斯
蒂安·库尔茨等官员出席向遇害者
献花活动。

库尔茨说，这次枪击事件是恐
怖袭击。中东问题专家托马斯·施
米丁格告诉法新社，奥地利发生这
类袭击“只是时间问题”，“在（法国）
尼斯、柏林或布鲁塞尔发生的事，也
会在这里发生”。

“我们能肯定地说，这是本土
恐怖主义，”施米丁格说，“一名成
长、生活在维也纳的人在这里发动
袭击。”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维也纳恐袭枪手身份浮出水面维也纳恐袭枪手身份浮出水面
奥官员说凶手奥官员说凶手““愚弄愚弄””司法人员司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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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观看实时
计票结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