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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男子杀害一名19岁以色列女子

以色列将扣减巴代征税款
《科学》杂志网站：美国“悄悄”重启争议病毒实验

或导致人类面临安全风险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毛存英同志于2019年2月2

日在珠海因病逝世，享年80岁。毛存英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

于2019年2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时在珠海市殡仪馆泰山

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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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新华社华盛顿2月10日电
据美国《科学》杂志网站披露，美
国政府机构已“悄悄”批准曾引发
巨大争议的禽流感病毒改造实
验，这类被认为“危险”的实验在
被禁多年后将很快重启。

相关实验可将H5N1禽流感
病毒改造得易于在哺乳动物间传
播，被认为可能带来人际传播风
险。《科学》杂志网站8日一篇独家
报道说，在相关实验被暂停4年
多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一

个委员会去年“悄悄”批准了重启
实验。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一名发言人表示，由于包含专利
等信息，不便公开相关评审资料。

“一个美国政府评审小组在去
年悄悄批准了两个实验室提出的实
验申请。这类研究曾被认为太过危
险，所以联邦官员曾发布过罕见的
暂停禁令。”这篇报道说。该文章
说，其中一个实验项目已经获得美
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的
资助，“将在几个星期后启动”。另
一个实验项目正在等待资助。

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曾引发
巨大争议。2011年，美国威斯康

星-麦迪逊大学病毒学教授河
岗义裕、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
心研究人员罗恩·富希耶的团
队分别利用基因技术改造
H5N1病毒，发现所得病毒能
更容易通过空气在与人相近的
哺乳动物雪貂之间传播。

批评者认为，这种传播能
力更强的病毒如遭泄漏，可能
导致人类面临巨大的安全风
险。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
问委员会曾一度要求相关论文
不得发表，世界卫生组织还专
门就此召开会议，相关研究被
一度暂停。

支持者则认为，此类实验
有助增进对禽流感病毒的理解，
帮助应对禽流感病毒可能自然
出现的变种。在多方磋商后，英
国《自然》杂志和美国《科学》杂
志在2012年先后发表了相关论
文，相关研究也在2013年恢复。

2014年，美国政府生物实
验室连续曝出多起安全事故，
涉及炭疽杆菌、天花病毒、
H5N1病毒等。当年10月，美
国暂停多个病毒改造项目，其
中包括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
2017年 12月，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解除了相关资助禁令。

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
联邦参议员埃米·克洛布彻10
日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
选举。不断扩大的民主党竞选
阵营又添一员。

克洛布彻58岁，在去年国会
中期选举中轻松赢得第三届参议
员任期。与其他民主党籍竞选人
相比，她立场偏中立温和，多次促
成民主、共和两党合作。

承诺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克洛布彻10日下午冒雪
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密西西比河畔一处公园内宣布
参选。她在参选演说中说，如
今在美国，“群体观念正在瓦
解”，“大家都厌倦了（政府）停
摆和（两党）争斗，僵局和哗众
取宠”。

克洛布彻承诺，一旦当选
总统，上任“第一天”就会让美
国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她同时承诺出台
更严格的控制枪支法律，完善
医保制度，加大对美国军队、外
交和情报人员的支持。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在明
尼苏达州，克洛布彻在现任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选举
中“拿下”的数十个县有广泛选
民基础。她本人有意将这一成
功“复制”到密歇根和威斯康星
等其他中西部州。正是这些民
主党传统“票仓”的倒戈，帮助
特朗普2016年胜选。

以关心女性权益闻名

法新社报道，克洛布彻的
祖父是铁矿工人，父母是记者
和教师，她现任律师，先前做过
检察官，以维护工薪阶层、消费
者和女性的权益闻名。

在国会，克洛布彻秉持实
用主义立场，多次搁置党派纷
争与共和党人合作，因而促成
多项法案通过。最近数月，克
洛布彻关注处方药价格和选举
安全等以及旨在对抗气候变
化、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就
业的一项“绿色新协议”。

不过，据美联社报道，克洛
布彻的“高产”立法纪录招致批
评。一些共和党人说，她总能
成功是因为她只关注不太重要
的议题。一些偏自由立场的民
主党人认定，她缺乏能点燃选
民热情的激情和创意。

民主党内群雄逐鹿

据路透社梳理，截至 10
日，已有9名民主党人以公开
宣布或组建竞选研究委员会的
方式加入2020年总统选举角
逐。克洛布彻是第5名宣布参
选的女性民主党人，也是首个
政治主张温和的竞选人。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9人
中，马萨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
伦、加利福尼亚州的卡玛拉·哈
里斯、新泽西州的科里·布克和
纽约州的柯尔丝滕·吉利布兰
德是知名度相对较高的联邦参
议员，争取竞选资金支持的“吸
金”能力较强。前副总统乔·拜
登可能加入民主党竞选阵营。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不少
民主党人声称，若想代表这一
政党参加总统竞选，最重要的

“本事”是能够击败特朗普，阻
止这名共和党籍总统连任。

（新华社专特稿）
上图：2月10日，在明尼阿

波利斯市，美国明尼苏达州民
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埃米·克洛
布彻（中）宣布参选后与支持者
互动。 新华社/路透

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洛布彻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又来一个挑战特朗普的女人

2月10日，在巴西布鲁马迪纽，救援人员在溃坝事故现场搜寻。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民防部门10日通报说，该州上月25日发生的溃
坝事故已造成165人死亡，仍有160人失踪。 新华社/路透

巴西溃坝遇难人数升至165人

新华社突尼斯2月 10日
电 阿尔及尔消息：阿尔及利亚
总统布特弗利卡10日宣布，他
将参加4月18日举行的总统
选举。

布特弗利卡现年 81 岁，
1999年当选阿尔及利亚总统，
此后分别于2004年、2009年
和2014年获得连任。

左图：这张2017年11月23
日的资料照片显示，布特弗利
卡在阿尔及尔的一个投票站投
票。 新华社/法新

老骥伏枥
阿尔及利亚81岁总统

宣布参加大选

泰国选举委员会11日发
布总理候选人正式名单，前公
主乌汶叻“榜上无名”。

选举委员会发布声明说，
王室成员应当保持政治中立，
不应担任公职，因而没有赋予
乌汶叻参选资格。选举委员会
审核45个政党推举的总理候
选人，继而发布名单。

泰护国党8日提名乌汶叻

为这一亲前总理他信·西那瓦
政党的总理候选人。乌汶叻接
受提名。但是，泰国国王玛哈·
哇集拉隆功随即发表公告说，
姐姐乌汶叻参选总理“不妥”，
王室成员涉足政坛有违宪法。

泰国定于3月24日举行议
会选举。按照泰国法律，选民将
选出500名下议院议员，全国维
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指派产生

250名上议院议员，最终由两院
议员联合投票，选出新总理。

乌汶叻现年67岁，是已故
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长女。
她1972年与一名美国人结婚，
按照王室法规放弃王室成员地
位，1998年离婚后回国。尽管
她的王室头衔没有恢复，泰国
民众仍视她为王室家族一员。

（新华社微特稿)

泰国前公主乌汶叻无缘参选总理

樱花何时绽放是日本民众关
心的大事之一。多亏大数据分析
和众包信息等技术的进步，一些机
构如今能够更准确地预报日本的
樱花花期。

日本各地樱花花期时间不
一，南部九州岛最早3月会有樱
花开放，北海道的樱花花期最迟
则可能5月才到来。为准确预报
樱花花期，日本企业“天气新闻”
启动“樱花项目”，邀请全国居民
成为预报花期的志愿者。他们只
需选中一株特定樱花树，定期为
这棵树的花苞拍照，并上传“天气
新闻”网站或手机软件，即可参与
预报花期。

“天气新闻”发言人当麻御来
（音译）的话报道，通过观察樱花
花苞变化，能够比较准确地推测
樱花何时盛开。绽放前一个月，
樱花花苞又小又坚硬，10天后，
花苞顶部会变成浅黄绿色，然后
渐渐呈现暗绿色。当花苞顶部变
成浅粉色，距离樱花盛开大约还
有一周时间。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企业众包数据
预测樱花花期

你曾为自己所作决定后悔
吗？英国一名女子认为自己去年
作出太多错误决定，打算雇一名

“智者”帮她作决定一个月。她为
此愿意支付2000英镑（约合1.74
万元人民币）酬劳。

这名女子住在布里斯托尔，
在bark.com网站上匿名发布招
聘启事，称自己去年不顺利，除了
因相信朋友导致蒙受金钱损失，
还在国外陷于困境、遭抢劫，陷入
一段糟糕的恋爱关系。她希望找
到一名能帮她作正确决定、让她

“重回正轨”的人，应聘成功者将
来需提供的服务包括帮她理财、
在知名手机交友应用程序“廷德”
(Tinder)上挑选交往对象以及其
他她自己无法作决定的事项。她
要求此人全天候提供帮助，且能
快速回应她提出的要求。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一女子雇人
帮她作决定

位于北极圈的俄罗斯新地岛
9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缘由是
大批北极熊“入侵”。

当地政府说，去年 12月以
来，“北极熊大规模入侵”人类活
动区，至少52头北极熊在主要居
民点别卢沙古巴出没。它们显现
攻击性，闯进民宅和公共建筑，甚
至袭击人。

当地官员日根沙·穆辛告诉
俄罗斯媒体塔斯社的记者：“我
1983年来到新地岛，从来没有见
过这么多北极熊在这一带出没。”

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融
化，北极熊不得不在陆地停留更
久，以便觅食。

当地政府试图用汽车和狗吓
跑入侵的熊，但不奏效。当地居
民害怕，不敢出家门，不敢让孩子
上学或幼儿园，日常生活被打乱。

北极熊在俄罗斯受到保护，
俄罗斯联邦政府现阶段拒绝发放
射杀入侵新地岛北极熊的许可。
一个专家小组将赴当地评估情
况。 （新华社微特稿)

熊入侵迫使俄罗斯
新地岛进入紧急状态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
11日电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罗
廖夫11日说，俄海军目前完成了
一款新型舰载防空导弹系统的国
家测试，这一系统将于2019年上
半年入列俄军。

俄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援
引科罗廖夫的话报道说，这款新
型防空导弹系统是原有“鲁道特”
防空导弹系统和新型雷达系统的
结合，采用垂直发射方式，主要用

于执行军舰的区域防空任务，将
于2019年上半年列装部队，用于
装备22350型护卫舰。

“鲁道特”防空导弹系统是
基于俄罗斯S-400陆基防空导
弹系统所衍生出的海基舰对空
导弹系统，其最大特点是将短、
中、远程导弹整合在一套系统
之内。

22350型护卫舰是俄罗斯的
新型护卫舰，排水量4500吨。

俄军完成新型防空导弹系统测试
短、中、远程导弹整合在一套系统内

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0日
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日
表示，以色列将正式开始扣减向
巴勒斯坦转交的代征税款。

内塔尼亚胡在当天举行的内
阁例行会议上说，实施“扣减恐怖
分子工资的法律”的相关准备工
作将于一周内完成，17日，以色
列安全内阁将开会并通过扣减向
巴方转交代征税款的决定。

以色列警方9日表示，以安
全部门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
姆安拉逮捕了一名29岁的巴勒

斯坦男子，他涉嫌于7日在耶路
撒冷附近杀害一名19岁的以色
列女子。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辛贝特）10日发表声明说，这是
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根据巴以双方1994年签订
的《巴黎经济议定书》，以色列负
责对运往巴勒斯坦的物品征收关
税并对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
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定期将税款
移交给巴方。这笔每年10多亿
美元的款项约占巴勒斯坦政府运
营预算的三分之二。

新华社堪培拉2月11日电
澳大利亚政府11日宣布，当天与
法国造船企业海军集团签订战略
伙伴关系协定，后者正式获得
500亿澳元（约合350亿美元）合
同，为澳大利亚设计和建造12艘
攻击潜艇。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国防
部长派恩及国防工业部长乔博
11日发布联合声明说，根据签订
的合同，法国海军集团将为澳海
军设计和建造12艘具有“区域优
势”的潜艇。

声明说，这批潜艇将在未来
几十年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繁
荣发展，并能加深澳法两国在国
防领域的关系。其中，第一艘潜
艇在2030年前后交付。

声明还表示，这一批潜艇是澳
大利亚900亿澳元（约合638亿美
元）“国家造船计划”的支柱。根据
该计划，澳大利亚未来将建造54
艘海军舰艇，从而满足该国2016
年国防白皮书中阐述的战略需要，
并带给澳海军在“一个不确定的世
界”中所需要的优势。

为澳大利亚建造12艘攻击潜艇
法国造船企业获得500亿澳元大单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10日说，他可以接受阿富汗塔利
班在国内设立办事处。

加尼当天访问阿富汗塔利班
活跃的东部省份楠格哈尔。路透
社援引加尼的话报道，他希望阿
富汗实现持久和平，“如果塔利班
想要办事处，我明天就能让他们
在喀布尔、楠格哈尔或坎大哈有
一处办事处”。

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设有办事处。对加尼展现的
好意，塔利班方面不买账。塔利
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告诉路透
社记者：“我们希望在多哈的办事
处获得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承认。
加尼则试图改换话题，损害正在
作出的和平努力。”

阿富汗塔利班近期与美国方
面举行多轮谈判，却拒绝与阿富汗
政府对话，而加尼反对塔利班仅与
美方单独对话。（新华社微特稿）

阿富汗总统接受塔利班在国内设办事处

加尼展现好意 塔利班不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