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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维也纳9月12日电 国
际原子能机构九月理事会会议将于
12日举行。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
国代表王群当天在会议召开前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会议如何处
理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是检验
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称“机构”）防
扩散职能的试金石。

王群说，中方已要求本次理
事会会议继续设置“美英澳核潜
艇合作所涉核材料转让及其保障
监督等影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各方面的问题”这一由理
事会三次协商一致通过的议题，
保持对三国核潜艇合作的政府间
讨论。

王群表示，经过前三次理事会
会议讨论，机构广大成员国更为深
入地认识到三国核潜艇合作的严重
负面影响、特别是其防扩散风险和
隐患，有的国家还在NPT第十次审
议大会上散发了工作文件，广大成
员国也对相关工作文件对三国合作
所表达的关切表示支持。中方将在
12日提交相关工作文件，阐述有关
看法和立场。

王群指出，美英澳三国核潜艇
合作超出了现有国际核不扩散体
系，也超出了机构秘书处的职责范
围，不是三国可以私自处理的事情，
必须由机构成员国来管。根据机构
《规约》和理事会、大会议事规则，机
构秘书处应该、也只能按照成员国
的授权行事。

王群表示，如果美英澳三国
搞政治操弄，胁迫秘书处越俎代
庖、无视成员国职责，擅自就核潜
艇合作提出保障监督建议，同时
利用“小圈子”和理事会成员构成
方面的缺陷，强行推动上述建议，
不仅缺乏法理依据，是无效的，同
时也将严重破坏机构团结、瘫痪
机构职能，使机构分崩离析。为
此，中方呼吁三国三思而后行，放
弃上述对抗行径。

王群最后强调，中方希望国际
原子能机构继续秉持中立，为解决
三国核潜艇合作对核不扩散体系的
影响提供平台。希望机构成员国继
续在三次协商一致通过的议题下展
开政府间讨论，聚焦三国核潜艇合
作的本质和真相，以实际行动共同
捍卫《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

9月11日，人们在美国纽约参加“9·11”事件
21周年纪念活动

当天上午，数百名遇难者家属、当年的救援人
员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军方代表等在雨中参加了
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外举行的纪念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说，美国的历史在那
一天改变了。他说，美国将继续监控和打击恐怖
主义活动，为保护美国人民将毫不犹豫采取必要
行动。 。 新华社发

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
21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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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气象组织数据，今年
这种规模和程度的热浪在未来
几十年中会越来越频繁，无论人
们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
否成功，高温等气候变化的负面
影响都将至少持续到本世纪 60
年代。

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年 5 月发
布的最新全球气候变化更新报告
预计，在 2022 至 2026 年间，全球
年平均气温暂时较工业化前水平
升高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50%，
且这一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
加。此外，在2022至2026年间至

少有一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
年份的概率高达93%。目前的最
热年份是2016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在今年 4 月发布的《2022
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报告
中称，仍有可能到2030年前将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10 年至
少降低一半。但目前世界正处
于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
十字路口，除非现在就采取行
动，否则不可能实现《巴黎协定》
提出的目标。

（新华社日内瓦电 记者刘曲）

今年这种规模和程度的热浪在未来几十年中会越来越频繁

6月中旬以来，
强降雨在巴基斯坦
引发的洪水等各类
灾害已造成 1396
人死亡、12728 人
受伤。

图 为 9 月 11
日，在巴基斯坦塞赫
万，当地居民乘船离
开洪灾区。

新华社/路透

高温热浪
加速全球

冰川湖溃决增多加剧巴基斯坦洪灾？
气候变化导致冰川湖溃决次数

增加，可能是加剧巴基斯坦当前洪
灾的因素之一。巴基斯坦气象部门
气象学家萨达尔·萨法拉兹1日说，
巴北部地区今年以来已经发生十多

次冰川湖溃决，是往年的三倍左右。
冰川湖是冰川侵蚀或堆积作用

形成的山地湖泊。萨法拉兹告诉路
透社记者，冰川湖溃决缘于“气温升
高导致的冰川融化”，“气候变化是

这种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巴基斯坦正遭遇规模空前的洪灾，
冰川加速融化与洪灾有多大关联
尚难判断。只是，冰川融化是气候

变化最明显的迹象，也是最直接的
后果。

萨法拉兹提醒，如果不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冰川“将继续迅速融
化”。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俄法两国总统通电话
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问题

新华社莫斯科9月11日电（记者赵冰）俄罗
斯总统普京11日应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双方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
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等。

据俄总统网站消息，普京在通话中表示，乌方
频繁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包括核废料储存库，这将
导致灾难性后果。俄罗斯专家为确保扎波罗热核电
站的安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前需要向乌克兰政
府施加压力，以使其立即停止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
炮击。俄法双方表示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下，
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局势进行非政治化协作。

法国总统府在新闻公报中说，马克龙在与普京
通话中重申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必要性。他
呼吁俄罗斯军队从核电站撤出其重型和轻型武器，
并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议，以确保核电站安全。

新闻公报说，马克龙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保持联系，并
在未来几天内与普京再次通话，以就确保扎波罗
热核电站安全达成一致意见。

在讨论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时，普京表示，黑海
港口外运的粮食首先应该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
因此欧盟不应对俄罗斯农产品和化肥向非洲、中
东和拉丁美洲市场的供应设置障碍。马克龙表
示，欧洲制裁并不适用于农产品或对农业至关重
要的产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伙伴有着共同
责任，确保面临最高粮食安全风险的国家继续获
得所需粮食。

瑞典议会选举初步结果12日凌晨揭晓，反对
党阵营以一个议席的微弱优势领先于支持现任首
相安德松的政党阵营。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
的初步计票结果，由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左翼党
和中间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
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4个；而由温和联合党、瑞
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所组成的反对
党阵营，赢得175个议席。

图为9月11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温
和联合党领导人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中）出席
活动。 新华社/法新

瑞典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揭晓
两大阵营难分伯仲

欧洲地区今年夏季持续遭受热浪袭击欧洲地区今年夏季持续遭受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多地气温
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这进一步加速冰川融化这进一步加速冰川融化。。图为人们经过图为人们经过
瑞士特桑弗勒龙冰川的一处标识瑞士特桑弗勒龙冰川的一处标识。。 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

伊朗研发远程无人机
可打击到以色列境内

伊朗半官方媒体12日援引军方高层消息报
道，伊朗研发出一款先进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可
打击到以色列境内主要城市。

伊朗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基奥马尔斯·海达里
告诉迈赫尔通讯社，这款无人机“设计目的是打击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海法”。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戴维·巴
尔内亚当天在特拉维夫附近的赖赫曼大学演讲时
说，如果伊朗对以色列诉诸武力，以方“将在伊朗
土地上痛击那些罪魁祸首”，“（这些场景）将发生
在德黑兰、克尔曼沙阿、或伊斯法罕”。

据路透社报道，上述3处地区发生过针对伊
朗核项目或军事设施的破坏活动，伊朗政府指认
以色列为幕后黑手。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呼
吁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屈从于以色列的压力”，
称伊朗愿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合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3个月前通过一项决
议，敦促伊朗就3座未申报地点出现铀痕迹的调
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伊朗称，相关调查受政
治驱动。

美国官员称，伊朗在最近的伊核协议恢复履
约间接谈判中“倒退了”一步，把上述核查与恢复
履约挂钩。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欧洲地区今年夏季持续遭受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创历史新高，这进一步加速冰川融化。据“瑞士资讯”
网日前报道，自1850年以来阿尔卑斯冰川的体积大约缩减了60%。照此发展，瑞士1500座阿尔卑斯冰
川有半数将在未来30年内消失。不止是在瑞士，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也有许多冰川在融化，凸显了近年
来全球变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紧迫性。

报道称，瑞士平均气温较工业
化前水平升高了大约2摄氏度。若
不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到本世纪末期，瑞士的所有冰川都
面临着全面消融的威胁。

另据瑞士当地媒体报道，因瑞士

瓦莱州西南部阿莱奇冰川融化，一架
小型飞机的残骸近日被发现。当地警
方已确定飞机零件来自1968年6月

在此地坠毁的一架小型飞机，冰川融
化使部分残骸得以显现。这一事件再
次提醒人们今年冰川融化的严重性。

本世纪末瑞士所有冰川都将消融?

今年德国的冰川也在经历极
端融化。德国阿尔弗雷德·韦格
纳研究所冰川学家奥拉夫·艾森
近日对当地媒体表示，“2022年将
作为一个（冰川融化）创纪录的年
份被记录下来。”

“我们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

冰川观察到的情况，在奥地利、
瑞士、法国、意大利也能看到。”
奥拉夫说，“如果（冰川消融）的
情况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基于
我们对气候变化的预测，那么
3500 米（海拔）以下的冰川将消
失。”

据德国巴伐利亚科学与人文
学院冰川学家克里斯托夫·迈尔
推测，今年整个阿尔卑斯山区的
冰川融化量可能比往年增加约
50%，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去
年冬天阿尔卑斯大多数地区的降
雪量很少；其次，今年夏天非常晴

朗炎热且没有出现能给高海拔地
区带来降雨或降雪的冷锋，这种
冷锋通常会减缓冰川在夏季的融
化速度；最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
沙尘给冰川表面带来红褐色，吸
收了更多太阳辐射，也导致冰川融
化更快。

德国冰川也在经历极端融化

不止欧洲，两极地区的冰川消
融速度也在加速。以前的研究认
为，北极地区的变暖速度是地球其
他地区的两倍，但芬兰气象研究所
近日发表在英国《地球与环境通讯》
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过去
40多年中，北极地区的变暖速度几
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

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在
北极海冰消退的地区气温上升最为

明显。过去几十年里，北极大部分
地区都被海冰覆盖，但海冰消退后
开阔的海水将热量辐射到空气中，
这加剧了变暖的过程。研究人员表
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气候变化
减少了海冰，导致海冰融化，进而导
致气候变暖。这是极地地区平均变
暖速度快于地球其他地方的主要原
因。”

在南极，东南极冰盖被称为“沉

睡的巨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冰
川，包含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冰。近
日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
文指出，若《巴黎协定》目标未能达
成，东南极冰盖会因气候变化影响
而加快融化，到2500年可能导致海
平面上升约2到5米。芬兰拉普兰
大学北极中心的冰川学家约翰·穆
尔教授认为，未来海平面上升几米
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不确定

性是它将会发生得有多快。
另据2021年发表在英国《自

然》杂志上的一份研究，冰川近年
来融化速度更快。全世界的冰川
总数约为 22 万个。 2015 年至
2019年间，这些冰川年均消融的
冰雪总量逾2980亿吨，比2000年
至2004年间年均消融的冰雪总量
多710亿吨。

两极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