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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铁路“澜沧号”动车组交付

大约400只考拉将在澳大利亚
东部一座野生动物医院接种疫苗，参
与一项意在预防衣原体感染、提升考
拉长期存活率的试验。

路透社16日报道，这项试验15
日在澳大利亚动物园野生动物医院展
开。每只考拉接种一剂疫苗。研究人
员将为接种疫苗的考拉植入微芯片，
然后放归野外，跟踪评估疫苗效果。

衣原体感染是性传播疾病，也可
母婴传播，可能导致结膜炎、膀胱感
染、不育、失明等。衣原体感染在澳
大利亚考拉中广泛存在，部分地区的

考拉种群中半数受到侵袭。
近年来，由于栖息地破坏、气候

变化、森林火灾、衣原体感染等多重
因素，澳大利亚考拉数量受到影响。

研究人员希望接种预防衣原体
感染疫苗有助改善考拉的存活和繁
殖状况。

这次疫苗接种试验由澳大利亚
阳光海岸大学牵头。这一大学的微
生物学家彼得·蒂姆斯说，这项试验
不仅能让每只接种疫苗的考拉直接
受益，还将聚焦疫苗提供保护的整体
有效性。 郜婕（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保守党议员遇刺身亡
警方定性恐怖袭击,首相和多名政客表示震惊

英国保守党议员戴维·阿
梅斯15日在埃塞克斯郡会见
选民时遇刺身亡。警方16日
说，案件为恐怖袭击，嫌疑人系
单独作案。

这是五年内英国第二次发
生议员遇袭身亡事件。英国首
相和多名政客对袭击表示震
惊，议员安全问题引发关注。

据美联社报道，事件15日中午发
生在英国首都伦敦以东约62公里处的
一座教堂。阿梅斯在选区出席选民见
面会时遭一名持刀者连刺多刀。警方
和医护人员随即赶到现场，阿梅斯多处
受伤，就地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和医护人员尽力抢救戴维
（·阿梅斯）……不幸的是，他当场死
亡，”埃塞克斯郡警察局长本-朱利安·
哈灵顿告诉媒体记者，警方认为事件对
其他人没有任何直接威胁。

一名25岁男子因涉嫌谋杀，在
案发现场遭警方逮捕。

案件由伦敦警察局反恐部门牵头
调查。伦敦警察局16日发表声明，宣布
这起致命案件为“恐怖事件”。

按警方说法，初步调查显示，案件
“潜在动机与极端主义有关”。“作为调
查的一部分，警方正对伦敦地区的两处
地点展开搜查。”

警方认为，被捕嫌疑人系单独行
动。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被捕男
子是一名拥有索马里血统的英国公民。

阿梅斯现年69岁，已婚，有五名子
女，是执政党保守党成员，1983年成为英
国议会下院议员，2015年因做出的公共
服务贡献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赏。

阿梅斯遇刺身亡后，英国首相鲍里
斯·约翰逊说，他和他的内阁“深感震惊
和痛心”。

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威廉王子

夫妇等均对阿梅斯遇难表示哀悼。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所有政府大楼

将降半旗悼念阿梅斯。事发地一些居
民在一处教堂守夜，举行悼念活动。

“独狼”行动 连刺多刀

各方震惊 政府将降半旗悼念

已有先例 议员安全问题冲击整个国家

据新华社万象 10 月 16 日电
（记者章建华）“澜沧号”动车组16日
运抵刚刚建成的中老铁路万象站，正
式交付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中国驻
老挝大使姜再冬、老挝公共工程与运
输部部长荣沙瓦出席了在万象站举
行的“澜沧号”动车组交付仪式。

“澜沧号”的命名源于老挝的古
称澜沧王国和流经中老两国的澜沧
江，寓意两国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志、好伙伴关系。“澜沧号”动车组车
体采用老挝国旗色“红、蓝、白”三色

涂装。动车组内饰主题设计融合中
老传统文化和民族审美元素，寓意老
挝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中
老两国人民的友谊。

据介绍，此次交付的“澜沧号”动
车组由中国中车集团制造，最高运营
时速160公里，编组为9辆，定员720
人。

中老铁路全部采用中国管理标
准和技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60公
里，为电气化客货混运铁路。工程于
2016年12月全面开工。

澳大利亚400只考拉“集体”打疫苗

这不是英国首次出现议员遇袭
事件。

2016年6月，主张英国留在欧洲联
盟的议员乔·考克斯在英格兰北部西约
克郡参加选区活动时遇袭身亡。

2010年，一名女学生用菜刀刺伤英
国议会下院议员斯蒂芬·蒂姆斯。

蒂姆斯说，他对阿梅斯遇刺感到
“震惊”。考克斯的鳏夫布伦丹说，这是

“最懦弱的行为”。
考克斯的姐妹金·利德比特今年早

些时候当选为考克斯生前所代表的同
一选区议员。她说，“另一个家庭不得
不再次经历这种情况，这很可怕”，表明
议员必须承担“巨大风险”。

按美联社说法，英国议员在议会大
厦内受到武装警察保护。2017年，伦敦
市中心议会大厦附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后，议会的安保工作得到加强。但议员
在选区没有类似安保。阿梅斯先前在其
网站上公布了他与选民公开会面的时间
和地点。

英国议会下院议长林赛·霍伊尔
说，这一事件将冲击议会和整个国家，
必须讨论议员的安全问题。内政大臣
普丽蒂·帕特尔说，她已要求警方检查议
员的安全情况。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5日电
（记者邓仙来 徐剑梅）美国白宫15
日说，美国将从11月8日起允许完
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乘坐国
际航班或通过水陆口岸入境。

白宫助理新闻秘书凯文·穆尼奥
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政
府有关国际旅行的最新规定将于11
月8日开始实施，适用于乘坐国际航
班或通过水陆口岸入境的旅客。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将于11
月8日前公布符合入境接种要求的
新冠疫苗种类、未完全接种新冠疫苗

者可入境美国的“极少数例外情况”
以及其他细节。

报道援引一名未透露姓名官员
的话说，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此前
已通知各航空公司，入境美国的航空
旅客可接种的新冠疫苗包括美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和授权的疫苗、获
得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疫
苗。预计上述标准也将适用于通过
水陆口岸入境美国的外国旅客。

美国旅游协会当天发表声明对
此表示欢迎，认为此举对美国旅游业
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新华社莫斯科 10 月 16 日电
（记者胡晓光）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
16日通报，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
死亡病例1002例，这是去年俄疫情
开始以来该数值首次突破千例，累计
死亡222315例。

这份通报显示，俄16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33208例，为疫情开始以
来新的最高纪录，累计确诊7958384
例。首都莫斯科依然是疫情最严重
地区，16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6545例，累计确诊1712674例。

俄防疫主管部门消费者权益保
护和公益监督局的传染病专家普舍
尼奇娜娅16日对媒体说，俄新冠发

病率增长与季节因素和变异新冠病
毒德尔塔毒株传播有关。

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日前表示，
近期俄新冠发病率上升与居民活动
和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率低有关。如
果现在不采取限制社会接触和促进
居民接种等措施，俄将面临新冠发病
率继续上升的风险。

据俄防疫指挥部数据，截至10
月15日，该国完成一剂新冠疫苗接
种者为510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的
人数达4750万。俄科学院院士、科
学院医学部秘书斯塔罗杜波夫认为，
俄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到年底前需
增加一倍，才能形成集体免疫。

美国将从11月8日起
允许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入境

俄新冠日增死亡病例疫情以来首度破千

印尼发生学生溺水事件11人死亡

10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尖米士县，救援人员从水中打捞起一
具遇难者遗体。

约150名初中学生15日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尖米士县的一条河边开
展活动，其中21名学生不幸溺水。搜救人员已找到11具遇难学生的遗体，另
有两人受伤，已被送到医院治疗。 新华社/路透

近日，人们走在美国纽约的世贸中心车站内。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韩国总统候选人卷入贪腐案
关键人物即将露面

韩国媒体16日援引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执

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所

涉贪腐案调查正在推进，

案件关键人物将于下周返

回韩国。随着总统选战打

响，这起案件成为韩国近

期最热门话题之一。

最大在野党指认李在明是背后“主谋”

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指认李在明是这一项目的背后“主
谋”，呼吁展开独立调查并敦促他退出总统选举。李在明否认与这
起案件有关联。

随着案件不断发酵，检方15日对城南市政府展开大规模搜
查。由20名检察官组成的调查组在市政府下属的城市规划等部
门展开搜查，带走与这一地产开发项目相关的资料。

就这次搜查，李在明在首尔参加共同民主党活动后简短回应：
“（检方）搜查和带走文件资料肯定是有必要的。”

他本周早些时候说，虽然共同民主党领导层希望他尽早辞去
知事职务，专心应对选战，但他暂时不会辞职，而将按原计划接受
国会对京畿道政府的国政监查，以澄清事实。

韩国定于明年3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盖洛普韩国咨询公司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在总统候选人中的“领跑”优势有
所减弱，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两名候选人的支持
率相差无几。

这项民调显示，如果李在明与前检察总长尹锡悦对决，两人支
持率分别为43%和40.4%。不过，这项民调误差为3.1个百分点，
双方支持率的差距在误差范围内。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警察在阿梅斯遇刺的教
堂外工作。 新华社/美联

“城南地产贪腐案”关键人物返韩

韩国司法部门消息人士说，名叫南旭（音译）的律师是“城南地
产贪腐案”关键人物，在9月中旬案件调查尚未开始时前往美国。
他预计最早于本月18日返回韩国。

检方和警方怀疑，位于首尔以南的京畿道城南市2015年一个
地产开发项目涉及贪腐，投资者可能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国会议员
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拿下这一项目，进而获取巨额利润。李在明当
时担任城南市长。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在这一地产开发项目中，南旭的公司仅投入
8721万韩元（约合47万元人民币）就赚到1007亿韩元（5.5亿元人民币）。

本周早些时候，韩国外交部已经应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要
求，吊销了南旭的护照。检方计划在南旭回国后以嫌疑人身份
传唤他，调查他及其同事是否参与了非法游说。

南旭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违法，把责任推给案件另
外两名关键人物刘东圭（音译）和金万培（音译）。

刘东圭据信是李在明的助手，他被指接受贿赂，帮助名不见经
传的资产管理公司“火天大有”借城南地产开发项目获得巨额利
润。金万培是“火天大有”公司的最大股东。两人现阶段正接受调
查，均否认检方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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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0月16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航天局“露西”号太空探测
器16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开启为期12年的太
空旅程，将首次探索在木星轨道内运行
的特洛伊小行星群。

据美国航天局官网发布的消息，美
国东部时间16日5时34分（北京时间17
时34分），“露西”号搭乘美国联合发射联
盟公司“宇宙神5”型火箭升空。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露西”号将执行
首次造访木星特洛伊小行星群的探测任

务。该小行星群是与木星共用轨道、一起
绕太阳运行的一大群古老小行星。“露西”
一名取自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古
猿化石的名字，古猿“露西”生活在距今300
多万年前，其化石有助了解人类进化史。
同样，科学家希望“露西”号探测器能帮助

人类了解太阳系形成早期的状况。
美国航天局表示，木星特洛伊小行

星群是由岩石颗粒和冰组成的集群，它
们在太阳系形成时没有结合成行星，是
那个时期留下的保存最完好的证据之
一，因此是了解太阳系演化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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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露西”号开启12年太空旅程
首探木星特洛伊小行星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