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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

法国要成为“独立、受尊敬”的核武大国

新华社巴黎11月9日电（记者
唐霁）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在法国南
部城市土伦宣布，法国正式结束自
2014年起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开展的

“新月形沙丘”行动。
马克龙当天在土伦港的军舰上

介绍法国新国家战略时说，法国在非
洲的战略需要改变，由远征军模式向
在高风险地区集中投放军事力量的
模式转变。法国将在和非洲盟国协
商的基础上，在6个月内确定新的非
洲战略。

马克龙今年2月宣布开始从马
里撤出法国参与反恐行动的军事力
量。8月中旬，法国军方宣布法国军
队已全部从马里撤出。目前，仍有大
约3000名法国士兵部署在尼日尔、
乍得和布基纳法索。

法国媒体分析指出，马克龙这

一决定和法国与马里两国关系紧
张有关。今年1月，马里过渡政府
曾谴责法国时任外长勒德里昂发
表不友好言论，要求法国驻马里大
使72小时内离境。法国外交部随
即表示，作为回应，法国决定召回
驻马里大使。

法国2014年8月起在萨赫勒地
区开展“新月形沙丘”军事行动，派
遣数千名士兵与地区国家马里、布
基纳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亚、尼日
尔协同打击恐怖组织。2021 年 6
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大幅减少在
萨赫勒地区的兵力部署，转而侧重
于为当地军队的反恐行动提供支
持。马里过渡总理马伊加随后表
示，法国单方面宣布重新部署其在
萨赫勒地区的军事行动代表着“全
面迅速的放弃”。

法国宣布正式结束
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新月形沙丘”行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说，鉴于欧
洲可能面临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竞
争，法国需要着力增强国防建设，在
2030年前巩固法国作为“独立、受尊
敬”的核武国家地位，推动欧洲联盟
防务实现“战略自主”。

强调“战略自主”

马克龙当天视察南部土伦港军
事基地，站在“迪克斯米德”号两栖攻
击舰上发表这番言论，宣布法国
2030年前希望达到的国防战略目
标，即成为“作为欧洲战略自主核心
的独立、受尊敬、行动敏捷的强国”，
同时保持与大西洋联盟的紧密联系。

土伦港濒临地中海，当地军事基
地驻有大约2.4万法军。马克龙当天
还视察了法国新造的核潜艇“絮弗

伦”号，接见法国海军突击队代表。
马克龙说，由于“欧洲大陆再次

出现战争”，法国希望推动加强欧盟
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他说，“我们
的首要愿望是加强与德国的联系”，
强调双方军事力量在工业优势、战略
雄心等方面具有互补性。

欧盟防务如今依然主要依赖美
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马克龙强
调，加强欧洲防务力量建设将使北约
这一防务联盟更加强大。在俄罗斯
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
动后，法国派遣1000余名士兵加入
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大部分驻扎在罗
马尼亚和爱沙尼亚。

“核威慑”是关键

马克龙说，“一旦乌克兰恢复和

平，我们需要评估所有后果”，欧盟为
此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安全机制”，
这一机制的关键是建立“可靠、现代
化”的核威慑。法国是欧盟成员国中
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马克龙说：“我国核力量的存
在本身就是对法国和欧洲安全的
贡献。”

据美联社报道，马克龙近日“罕
见”公开提及有关法国如何动用核武
力话题，暗示假设俄罗斯对乌克兰发
射核弹道导弹，不会触发法国进行核
反击。他上月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
时说，法国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是“取
决于国家基本利益”，而即使发生上
述假设状况，“完全不会危及（国家基
本利益）”。

马克龙还说，法国将保留大规模
海外驻军，其范围通过非洲东北端的

“非洲之角”连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到中东地区的大片区域。未来几
天，他将与非洲的伙伴国家和地区组
织启动对话，讨论更新法国在西非和
萨赫勒地区现有军事基地的“地位、
构成和任务”。

恐怕投入不足

法国的新军事战略方案文件提
到，法国应该保持“领导军事行动的
能力，包括单独或在联盟内的高强度
行动”。

新战略方案还需经过商讨才能
确定具体内容。马克龙透露的前景
听上去雄心勃勃，但所需预算有待法
国议会讨论。

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
尔尼9日接受法国新闻频道采访时

对本国军力现状泼了点“冷水”。他
说，现在的法国军队没有能力参与大
型军事行动，因为组建过程中就没这
种规划，而且一直以来缺乏经费。

法国前三军参谋长皮埃尔·德维
利耶8日说，今日的法国军队无力参
加“高强度战争”，想要实现这一目
标，需要投入比现在高得多的预算对
武器装备作现代化升级、囤积充足弹
药并提高后勤支援能力。

勒科尔尼似乎试图“纠正”德维
利耶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是，（法
国军队）当前不可能参加大规模军事
行动。有几个原因：华沙条约组织解
散后，往届总统领导的政府并没有以
参加大规模军事行动为目标组建我
们的军队……第二个原因是对军队
的资金投入大幅减少。”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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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天鹅座”货运飞船
抵达国际空间站

尽管两块太阳能帆板之一未按计划打开，美
国“天鹅座”货运飞船仍于9日抵达国际空间站，
而故障原因也已查明。

据美联社报道，飞船开发企业诺思罗普-格
鲁曼公司副总裁赛勒斯·达拉说，飞船升空过程
中，发射火箭“安塔瑞斯”的一块残骸卡住了故障
太阳能帆板，导致飞船抵达空间站时仍未能展开
全部两块帆板。

“天鹅座”飞船7日清早从位于美国东海岸的
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升空，携带逾3700千克货物
前往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妮科尔·曼
9日操纵机械臂“抓住”飞船。

国际空间站现有7名宇航员，分别来自美国、
俄罗斯和日本。“天鹅座”飞船定于明年1月下旬
返回地球大气层自毁。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卡塔尔推世界杯纪念钞
“中国制造”赫然其上

卡塔尔中央银行9日推出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特别版纪念钞，纪念钞图案包含中国企业承
建的世界杯主体育场。这是“中国制造”元素第二
次出现在卡塔尔货币上。

卡塔尔央行在其网站上发文说，新推出的特别
版纪念钞设计反映卡塔尔的文化遗产和足球运动发
展史，以纪念本国和中东地区首次举办足球世界杯。

本次发行的世界杯纪念钞面值22卡塔尔里
亚尔（1卡塔尔里亚尔约合2元人民币），售价为
75卡塔尔里亚尔，一面印有拜特体育场、大力神
杯等图案，另一面则印有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承建
的世界杯主体育场卢赛尔体育场等图案。卡塔尔
央行还设计铸造了带有世界杯其他重要比赛场馆
图案的硬币。

2022年世界杯定于11月20日至12月18日
在卡塔尔8个场馆举行，共有32支球队参加，预
计将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超过150万人到场观看。

杨元勇（新华社微特稿）

近期，美国呼吸道疾病病例数
激增，儿童病例增长尤为迅速，多地
儿童医院床位告急。美国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警告说，多种病毒同时
传播导致呼吸道疾病高峰提前到来
且来势汹汹，流感、新冠、呼吸道合
胞病毒及其他病毒感染风险叠加使
美国医疗系统今年秋冬再度面临巨
大压力。

美疾控中心表示，美国流感季通
常在秋季和冬季，以12月至2月为高
峰期。但今年流感季节提前到来，流
感相关住院病例高峰随之提前，其中
儿童和老年人住院率最高。最新数
据显示，美国今年流感季感染病例持
续上升，预计已至少造成160万个感
染病例、1.3万个住院病例、730个死
亡病例。

除流感外，美国多地呼吸道合胞
病毒感染病例数及其引起的急诊和
住院人数均呈上升趋势。部分地区
已接近季节性峰值水平，一些地区甚
至因呼吸道合胞病毒蔓延宣布进入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据美疾控中心网站介绍，呼吸道
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病毒，
症状通常比较轻微，与普通感冒类
似。大多数感染者会在一至两周内
康复，但婴幼儿和老年人等人群有较
高重症风险，如感染毛细支气管炎和
肺炎等。美国每年估计有5.8万至8
万名5岁以下儿童、6万至12万名老
年人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而住院，
每年死于该病毒感染的老年人约有
6000至1万人。

进入秋冬季，美国新冠疫情也有

抬头趋势。美疾控中心最新一期每
周疫情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平均日
增新冠确诊病例约3.9万例，平均日
增死亡病例约360例，平均日增住院
病例约3300例。专家表示，美国实
际病例数可能远高于官方统计数
据，因为一些轻症群体不再去做检
测，还有些人在家中检测，并不上报
结果。

近期，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两
种新亚型BQ.1和BQ.1.1在美国快速
传播。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日的一
周里，这两种新亚型导致的病例总数
已超过全美新冠确诊病例总数的
35%。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奥密克
戎新亚型不断出现，其免疫逃逸能力
可能更强，导致重复感染率上升，尤

其对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有较大风
险。今年秋冬季美国可能迎来新一
波病例“激增潮”。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8日援引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数据报道，美
国共有约4万张儿科病床，目前在多
种呼吸道病毒传播加剧下，儿科病床
使用率已高达78%，为两年来最高水
平。亚利桑那州、罗德岛州、明尼苏
达州、肯塔基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儿科
病床使用率已达90%或以上。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
长唐·奥康奈尔表示，流感、呼吸道合
胞病毒感染病例数持续上升，新冠疫
情仍在继续，毫无疑问，美国今年冬
天将面临严峻挑战。

（新华社洛杉矶11月9日电 记者
谭晶晶）

美国多种呼吸道病毒传播加剧
多地儿童医院床位告急，医疗系统承压

11月8日，人们打着伞走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街道上。

当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今
年冬季第一场强风暴，导致暴雨、暴雪
不断，造成1人死亡、4人失踪。

新华社/美联

美国加州遭遇冬季风暴
1人死亡、4人失踪

这是11月10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正在玩耍
的小朋友。

日本广播协会（NHK）11月10日援引智库日
本综合研究所推算数据报道，日本今年新生儿数
量可能跌破80万，为有相关记录以来首次。

新华社/法新

日本今年新生人口
或首次跌破80万

研究显示

正念疗法治焦虑症堪比药物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正念疗法治疗焦虑症效

果与药物治疗一样。
据美联社9日报道，美国乔治敦大学研究人

员招募276名成年焦虑症患者为志愿者，随机分
成两组：一组参加正念练习，每周上2.5小时正念
训练课，每天在家做45分钟正念练习；另一组每
天服用一种治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药物。

两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两组患者的病情都
减轻了约30%，并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继续有所减
轻。正念疗法是近年兴起的一种类似冥想的心理
疗法，强调练习者有意识、不带评判地觉察当下。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广告·热线：66810888

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8HN0281 QY202208HN0189-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以下房产：1.海口市西沙路1号天皇

大厦第一层东北角、第二层东北角房产（原南航路），建筑面积
1190.26m2,挂牌底价1517.2244万元。2.海口市海秀路19号首力
大厦1—2层房产，建筑面积4524.7m2，挂牌底价8249.6416万元。
上述两处房产公告期为2022年11月11日至2022年12月8日。3.
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102房，建筑面积
112.62平方米，挂牌底价511.858万元，公告期为2022年11月11
日至2022年11月24日。房屋详情见评估报告。受让方资格条件
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
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1月1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2〕817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
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
将海口市华达工贸开发公司房地产开发贸易部持有的海土
资籍字【2018】442号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项下117.31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海南中建第六工程局承包公司，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土资籍字【2018】
442号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项下117.3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0日

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关于金马物流中心纵五路（中
横路-二横路）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坟墓搬迁的通告
各农户：

根据县委县政府文件要求，本场于2022年6月启动金马物流
中心纵五路（中横路-二横路）项目工作，截至2022年11月10日，
尚有一座疑似无主坟未有坟主认领（碑文：顕妣吴大姜之墓），坟墓
位置为二横路南侧，丰树物流园西侧。为确保项目顺利建设，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请涉及的坟主自本公告之日起7天内（即2022
年11月11日～2022年11月17日）到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或直接
到现场登记办理有关迁移补偿手续并配合完成迁移，逾期未认领登
记的，农场将依法依规把坟墓迁至海福陵园公墓。特此公告。联系
人：李干事，电话：13005053339。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
2022年11月10日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11月21日15:00在万宁市东澳镇
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1.位于万宁市
东澳镇新群村南边沙坡地段，养殖场约16亩的10年租赁权。竞买
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2.位于万宁市东澳镇新群村南边沙坡地
段，西瓜种植地约260亩的5年租赁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20
万元。3.位于万宁市东澳镇新群村南边沙坡地段，工棚区（原矿产
生活区）约30亩的5年租赁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说
明：按第三方测量机构实地测量的土地面积计算土地租金，标的清
单备索。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11月15日～11月17日。有意竞
买者请于2022年11月21日12: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
手续（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16—2 号帝国大厦 A 座 2202 室。联系电话：0898-66721736
13198908833 吴先生。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2112102期）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水头村民委员会拟建的东晟国际项目位
于海口市海秀乡水头村、南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叉口西南侧，申报
方案拟建 4 栋地上 15—17 层、地下 2 层住宅楼，总建筑面积
43615.34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1月11日至11月24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晟国际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新投·熙悦里项目位于海口市和平大道东侧H0406地块，项目
于2022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该项目装配式建筑方案经海口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装配式建筑面积3%的
面积奖励，装配式奖励面积386.82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
要求，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2年11月11日至11月2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投·熙悦里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涯国际大厦位于海口市国贸大道24号，现建设单位拟申请
在东北侧增设1部电梯。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1月11日至11月24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
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符国才。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涯国际大厦一至五层加装电梯公示启事

海南自由贸易港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办公楼、船厂、鱼苗孵化基地变卖公告

本宗土地位于海南省临高县调楼镇渔港范围内，地理位置优
越（一线临海，地块两侧分别为调楼港、五莲港），土地面积
45898.86m2；规划用途为港口综合配套用地，地上已有建成的综
合办公楼、船厂、鱼苗孵化基地等配套设施；周边工业企业较多，
现代海洋产业链集聚度较高，可打造集船舶修造、海洋渔业养殖、
海鲜冷链物流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产业园区，同时可
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注：上述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办公楼于2022年10月17日上午10时至2022年12月16日
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https://sf.taobao.com/0898/07）进行公开变
卖，具体变卖事宜以人民法院的公告为准。更多详情可登录淘宝
司法拍卖频道查询或电话联系：13368937809（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