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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8日电 （记者赵冰 陈
畅）据塔斯社8日援引克里米亚铁路部门的消息
报道，当地时间早上6时（北京时间11时）左右，
一列货运列车尾部的油罐车厢在驶过克里米亚
大桥铁路桥时起火燃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
会说，据初步统计，事故造成 3人死亡。调查人
员已确定爆炸卡车车主是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
达尔边疆区居民。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8日援引克里米亚地区行
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的话报道说，克里米亚大
桥公路桥已恢复通车。经过全面安检后，轿车和大
巴车可以通行，但载重汽车需使用渡轮。

报道说，克里米亚大桥铁路桥基础设施的勘测
和修复工作正在进行。据俄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消
息，铁路桥或将于莫斯科时间8日20时恢复通行。

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克里米亚
大桥公路桥上一辆卡车发生爆炸，导致与公路
桥并行的铁路桥上一货运列车上七个油罐被
点燃；公路桥部分路段受损坍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
收到相关部门关于克里米亚大桥事件的报告并指示
成立一个政府委员会，以应对大桥出现的紧急情况。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8日援引乌执法机构的
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
兰安全局采取的一项特别行动。乌克兰安全局尚未
就此发表评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账号
上发文回应说，乌当局对民用基础设施损坏的反应

“证明了其恐怖主义本质”。
克里米亚大桥横跨刻赤海峡，连接克里米亚半

岛和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全长19公里，跨
海部分7.5公里，它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卡车爆炸点燃一货运列车油罐车厢起火燃烧

克里米亚大桥部分受损坍塌
事故造成3人死亡 公路桥已恢复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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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0月8日电 据路透社7日
援引专业的飞行追踪网站提供的飞行轨迹
报道，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北溪”天然气
管道泄漏事故发生后数小时内，在现场附近
反复飞越。

路透社是根据美国飞行追踪网站“雷达
盒”网站提供的不完整线路图以及瑞典“飞
行雷达24”网站的数据，勾画出这架美军侦
察机的活动轨迹。

飞行数据显示，格林尼治时间9月26
日零时03分，即瑞典测量站探测到丹麦博
恩霍尔姆岛以南“北溪-1”和“北溪-2”管道
所在海域发生第一次水下爆炸时，这架美军
P-8A“波塞冬”海上巡逻侦察机正位于北
海上空。

格林尼治时间1时过后，这架军机从博
恩霍尔姆岛以南飞过，飞往波兰西北部，绕
飞大约一小时，2时44分左右飞往泄漏事故
发生海域上空，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约24公
里，盘旋飞行一圈后，飞往俄罗斯在波罗的
海沿岸“飞地”加里宁格勒方向。

格林尼治时间3时39分至6时20分，
这架军机的飞行数据缺失，但7时左右的数
据显示它正在返航，最近位于事故现场以北
约4公里处，最后回到冰岛西南部的凯夫拉
维克航空基地。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欧洲-非洲司
令部声称，这架军机在波罗的海空域执行常
规侦察飞行，与“北溪”管道事故无关。

瑞典测量站9月26日在“北溪-1”和
“北溪-2”管道泄漏海域探测到两次强烈的
水下爆炸。瑞典检察院10月3日宣布发起
刑事调查。目前在“北溪-1”和“北溪-2”管
道上共发现4处泄漏点，分别位于瑞典和丹
麦附近水域。

俄罗斯认定两条管道遭到人为破坏，是
国际恐怖主义事件。

“北溪-1”管道2011年建成，东起俄罗
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国。“北
溪-2”管道去年建成，与“北溪-1”基本平
行，尚未投入使用，但仍有部分天然气封存
在管道内。

瑞典国家安全局日前公布“北溪”天然气
管道爆炸事件初步调查结果，虽然暂未得出关
于肇事者的结论，但强化了此次事件系“蓄意
破坏”的嫌疑。无论幕后黑手是谁，“北溪事
件”导致的经济代价将十分沉重，为其埋单的
终将是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的无辜百姓。

9月末，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德国输送
天然气的“北溪-1”和“北溪-2”管道位于瑞典
和丹麦附近海域的部分出现四处泄漏点。各
方普遍认为这一事件系“蓄意破坏”。瑞典、丹
麦和德国分别展开调查。瑞典方面称，后续调
查将决定是否确认并起诉制造事件的嫌疑方。

事件调查尚未得出最终结论之际，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的相关言论颇值得玩味。他首先称
此次事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几天后又称
事件“终归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有利于欧洲“一
次性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两次间隔
不久的表态显然自相矛盾，着实令人吃惊。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布林肯抛
出“北溪事件巨大机会论”是“公然且不加掩饰
地表述美国及其北约伙伴存在摧毁‘北溪-1’
和‘北溪-2’的动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表示，能借“北溪”管道无法运作之机向欧洲

高价销售更多天然气的“显然是美国”。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北溪事件”彻底

断送了俄罗斯通过北溪管线恢复向欧洲供气
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能源价格高涨等“经济
账单”终将落在欧洲百姓头上。

数据显示，在巨大需求和利益驱使下，美
国对欧洲天然气出口量占总天然气出口量比
重连月攀升，9月已达70%。大西洋两岸的价
格差异更为显著，由此也带来巨大的获利空
间。9月欧洲天然气均价飙升至美国天然气现
货价格的七倍多。

这也难怪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
长罗伯特·哈贝克惊呼，来自美国等“友好国家”
的油气在欧洲卖出了“天价”。他在接受德国媒
体采访时控诉美国“趁火打劫”、大发“油气财”。

“北溪事件”的发生正值乌克兰危机进入
胶着阶段，为这起事件埋单的归根结底还是普
通百姓。任何火上浇油、趁火打劫之举都将随
着战事恶化扩大而反噬肇事者自身，推动俄乌
双方尽早停火止战并恢复市场秩序才是有利
于各方的明智之举。

（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 记者许缘 邓
仙来）

新华社布拉格10月 7日电 （记者康逸
邓耀敏）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7日在捷克首
都布拉格举行，与会领导人围绕能源问题展开
磋商，但未达成任何具体成果。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举行的
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应对当前不断攀升
的天然气价格和电价，欧盟委员会将在未来几
周拿出详细提案，其中包括与供应商协商合理
的价格范围、限制天然气市场价格及其对电价
的影响等。

冯德莱恩说，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待到明
年春季天然气库存耗尽时，欧盟推动联合购气
至关重要。此外，她还呼吁增加对可再生能源

领域的投资，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强调了减少能

耗和能源需求、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
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能源需求、对供应商

依赖程度以及能源结构各异，调剂能力不一，
以及做出相关决策首先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欧
盟内部协调整体能源政策的出台始终存在难
以弥合的分歧。尽管为应对严重的能源供应
紧张局势，欧盟成员国已同意联合采取措施，

但数周以来，欧盟在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等问
题上一直未能取得突破。

观察人士指出，欧盟每个国家都同意降
低当前的能源价格，但在缓解能源危机的方
式上分歧渐显。在达成协议之前，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

据悉，欧盟委员会将在本月20日至21日
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提出一套更广泛的短期降
价措施，以及重新设计电力市场的长期措施。

中国女队八战全胜夺冠
男队有惊无险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

据新华社成都10月8日电（记者陈地）8日
晚，备受关注的2022年第56届世界乒乓球团体
锦标赛女团决赛上演，中国队三名队员陈梦、王
曼昱、孙颖莎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队，帮助中
国队以八战全胜的骄人战绩夺冠，并实现世乒赛
五连冠。

决赛于当晚七点半准时打响，陈梦首先披挂
上阵，面对日本队选手木原美悠，陈梦实力明显占
优，11：6、11：8、11：8，陈梦直落三局为中国队取
得“开门红”。

由于日本队另一名将早田希娜缺阵，因此此
役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是伊藤美诚，王曼昱当晚担
起阻击伊藤美诚重任。比赛一开始，伊藤美诚利
用多变的发球、凶猛的正手进攻和反手弹击给王
曼昱制造了不小麻烦，但韧劲十足的王曼昱依然
依靠自己出色的护台能力同对手纠缠，二人前两
局比赛十分胶着，战成1：1平。

关键的第三局，伊藤美诚一度拿到局点。重
压之下王曼昱没有手软，连连得分以12：10拿下
关键一局。第四局，刚刚遭遇逆转的伊藤美诚显
得较为急躁，连续出现无谓失误，而王曼昱则越发
从容，最终大比分3：1拿下胜利。

接下来由综合实力更强的孙颖莎对阵日本队
选手长崎美柚，虽然对手表现不俗，但未能对孙颖
莎构成太大威胁，最终孙颖莎以3：0获胜，从而帮
助中国队大比分3：0完胜。

至此，中国女队此次成都世乒赛以八战全胜
的骄人战绩强势夺冠，如愿捧起考比伦杯，并实现
世乒赛五连冠。

当日，在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2有惊无
险地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决赛，他们将与德国队
争夺冠军。

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展开磋商

未能就应对能源危机达成具体成果

外媒称

“北溪”管道爆炸后
美军侦察机多次现身附近海域

“北溪事件”
谁获益，谁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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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
对盛光祖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原中国铁路总公司
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
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盛光祖作出逮捕决
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行长

田惠宇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行长田
惠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田惠宇身为长期在金融领域工作的
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不坚决、打折扣，罔顾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和金
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职责使命抛在脑
后；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
游、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不
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毫无纪法底线，长期
以“市场化”运作为幌子，以“投资”“理财”为
名，“以钱生钱”，大搞权力与资本勾连，靠金融
吃金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滥权敛财、贪婪
无度；生活腐化、道德败坏。

田惠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
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
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
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田惠宇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
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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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核心信息咨询
公司估算，飓风“伊恩”在
佛罗里达州造成的投保财
产损失可能高达470亿美
元，是当地历史上损失最
大的飓风灾害。

这是10月7日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比奇
拍摄的飓风“伊恩”损坏的
船只。 新华社/美联

美国：
飓风过后

韩国呼吁国际社会讨论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韩国政府部门8日说，针对日本福岛第一核
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计划，韩国已在国际海事
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发起讨论。

《伦敦倾废公约》及其议定书大会3日至7日
在英国伦敦召开。这一公约明确禁止向海中排放
放射性废物，并指出放射性废物无论浓度高低都
可能对海洋环境构成重大威胁。

韩国海洋水产部8日说，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入
海计划可能对邻国水产品安全、公众健康和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呼吁国际社会对此展开讨论。

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和反对。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泰国保育中心枪击案
4名儿童幸存

据泰国警方最新消息，4名儿童在泰国东北
部一所保育中心发生的枪击案中幸存，正在接受
治疗。

事发地农磨兰普府警官扎格拉帕·维奇怀塔
亚7日告诉路透社记者，有3名男童和1名女童幸
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综合外媒报道，幸存者中，1名3岁男童头部
中弹两次，随后送医接受手术，医生从男童头部取
出两颗子弹。1名女童事发时在墙角午睡，可能
被枪手忽视而幸免于难。另一名3岁男童事发时
和祖母、母亲在一起，枪手用刀刺伤3人，男孩母
亲死亡，孩子和祖母受伤。

泰国国家警察总署7日表示，涉案枪手现年
34岁，曾任警员，因吸毒指控被解职，原本7日须
出庭受审。尚不清楚枪手遭解职后是否继续吸
毒。尸检报告显示，事发当天他没有吸毒。枪手
作案动机尚不明确。

农磨兰普府一所保育中心6日发生枪击事
件，造成至少24名儿童、12名成人死亡。据当地
媒体报道，枪手作案后在其住所杀死自己的妻子
和孩子，随后自杀。

林淑婷（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