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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国入冬后遭遇新一轮
新冠疫情反弹。世界卫生组织
警告，欧洲已经再度成为疫情

“震中”。奥地利政府自 15 日起
要求未接种新冠疫苗人群“非必
要不得外出”。德国、法国、英国
等也纷纷收紧疫情防控措施。

奥地利政府14日宣布，自15
日零时起针对未接种新冠疫苗
者实施出行禁令，有效期初定10
天。禁令适用于未取得新冠疫
苗接种证明或新冠感染康复证
明的12岁及以上群体，涉及奥地
利 890万总人口中的大约 200万
人。上述群体除工作、买菜等满
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活动以及接
种疫苗外不得外出。12 岁以下
儿童不受限，因为国家未批准该
年龄段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按照奥地利内政部长卡尔·
内哈默的说法，警方将上街巡
查，对违规者处以最高1450欧元
（约合 10598 元人民币）罚款。

奥地利总理亚历山大·沙伦
贝格 14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情况很严重……我们走出这一
步心情并不轻松，不幸的是，这
是必要的。”

奥地利过去一周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连创新高，住院患者激
增，重症监护床位告急。该国14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1552 例，
比一周前的数字增加近3000例；
新增死亡病例 17 例。据美联社
报道，奥地利7天平均每10万人
新增确诊病例、即 7 天感染率为
775.5 例，而邻国德国的7天感染
率为289例。

奥地利约65%的人口完成新
冠疫苗全程接种，接种率为西欧
地区国家第二低。

奥地利自 15 日起启动针对

12 岁以下儿童的新冠疫苗接种
试点项目，首都维也纳每天将为
大约 200 名 5 至 11 岁儿童接种
新冠疫苗。

另外，奥地利对参加25人以
上活动或夜晚光顾酒吧和餐馆
的人员增加一项要求：不仅需要
出示接种疫苗或感染新冠病毒
后康复的证明，还需提供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

德国也面临严峻疫情。德国
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14
日报告全国新增确诊病例33498
例；7天感染率为 289例，再创新

高；接受重症监护的新冠患者逾
3000 人 ，比 两 周 前 增 加 大 约
1000人。

由于疫情反弹，德国政府自
13 日起重新向公民提供免费新
冠病毒快速检测。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劳工部
已经着手制定规则，再次要求雇
主允许员工居家办公。一份草
案显示，除关键岗位以外，雇主
应向雇员提供居家办公的选择，
而雇员如无特殊理由，应接受居
家办公。德国先前实施的居家
办公规定6月底到期。

不过，正在讨论组建联合政
府事宜的三个政党尚未就居家
办公令达成一致。

德国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自
10月中旬以来急剧攀升，巴登-
符滕堡州、黑森州和勃兰登堡州
的卫生部长 13 日呼吁延长全国
防疫紧急状态。联邦政府近几
日将与全国16个州的州长开会，
讨论防疫新规。

德国迄今大约 67.5%人口已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接种速
度近期放缓。

重症监护医师克里斯蒂安·

卡拉扬尼季斯告诉柏林勃兰登
堡广播电台，新冠重症监护病患
中“绝大部分”没有接种疫苗，

“眼下实在是时间紧迫”。
其他欧洲国家也在收紧防疫

措施。法国政府要求自 15 日起
所有小学生必须戴口罩。此前，
一些地区已经要求学龄前儿童
戴口罩。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
政府预计15日批准将疫苗“加强
针”计划实施范围扩大至50岁以
下人群，避免冬季感染率上升。

（新华社专特稿）

11 月 15 日，市民在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厅前的新冠疫苗接种点排队等待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14 日为
总统约瑟夫·拜登的经济政策辩
护，把汽油等各类商品价格快速
上涨归咎于新冠疫情，认为降低
通货膨胀的关键是控制住疫情。

不满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
司当天发布的联合调查结果显
示，70%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经济
状况“不太好”或“糟糕”，只有
29%的人对经济状况满意。55%
的民众不满拜登政府的经济政
策。

作为美国通胀关键指标，劳
工部上周公布的 10 月消费者价
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6.2%，创

31年来最大同比涨幅，且连续五
个月升幅在5%以上。

彭博社对经济学家最新调查
的预估中值显示，美国今年四季
度CPI 预期同比上涨 5.8%，高于
一个月前预测的 5.5%。经济学
家同样上调明年各季度 CPI 预
测。

密歇根大学上周发布的 11
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至
66.8，降幅达 6.8%，跌至十年来
最低点。债券市场对美国未来
十年的通胀预期升至 2006 年以
来最高水平。前财政部长劳伦
斯·萨默斯警告，美国经济将承
受持久的通胀压力。

路透社报道，不光美国通胀
加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38

个成员国的通胀水平全都居高
不下。随着各国松绑防疫限制
重启经济，油价过去 18 个月翻
了两番。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通胀已
经逐渐成为拜登施政的麻烦。

辩护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14
日 在 美 国 哥 伦 比 亚 广 播 公 司
《面向全国》节目中说，拜登政
府 3 月推出 1.9 万亿美元刺激计
划，如今支出和需求都强劲。
只是，商品供应量和劳动力仍
然偏少，联邦政府正忙于打通
受疫情影响的全球供应链。

“重要的是，认识到当前通

胀的原因是疫情，”耶伦说，“我
认为，如果我们希望降低通胀，
继 续 在 抗 击 疫 情 方 面 取 得 进
展 ，是 我 们 能 做 的 最 重 要 事
情。”

她预期，如果防疫成功，明
年下半年物价会恢复正常。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布赖恩·迪斯当天在有线电视
新闻网《国情咨文》节目中同样
强调：“疫情与经济息息相关，
行动迫在眉睫。”

“眼下通胀无疑是高的。通

胀在影响美国人的钱包，影响他

们（对经济）的展望，”迪斯在全

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对话》节

目中说，“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

在更大背景下看待通胀。（拜登）

总统上任时，我们已经面临全面
的经济危机。”

迪斯坚称，疫情引发全球供
应链阻塞，是引发通胀的主要原
因之一。通胀是全球趋势，而非
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后果。

拜登 10 日把遏制通胀列为
“当务之急”。他定于 15 日签署
1.2 万亿美元基础建设法案。按
照耶伦和迪斯的说法，基建法
案、拟定规模 1.75 万亿美元“重
建美好未来”国内开支和应对气
候变化投资法案，将从长期遏制
通胀，缓解供应链瓶颈。

共和党方面则认为，那样只会
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而且10月
通胀数据可以支持这一说法。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通胀加剧 高官归咎疫情

遭遇新冠“寒冬”欧洲多国防疫重收紧

澳大利亚总理支持率
跌至18个月以来新低

澳大利亚媒体 15日发布的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理斯科特·莫
里森的支持率降至 2020 年 3 月以
来最低水平。

依据《澳大利亚人报》委托新
闻民意调查公司所作的民调数据，
莫里森支持率下跌至 44%，是他领
导的政府去年3月被批应对林火不
力以来的最低水平。

民调显示，如果在莫里森领导
的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和反对
党工党之间“二选一”，47%的调查
对象选择前者，53%选择后者。这
意味着，如果现在举行联邦议会选
举，执政联盟可能败选。

澳大利亚定于明年举行新一届
联邦议会选举。

民调结果对莫里森而言是一记
打击。他领导的政府先前因新冠
疫苗推广缓慢挨批。疫苗接种率
提高后，莫里森原本希望借由防疫
限制逐步放宽和经济呈现向好迹
象争取更多民意支持。

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16岁
及以上群体中，超过 90%完成首剂
新冠疫苗接种，83%完成两剂接
种。12岁至 15岁青少年疫苗接种
9 月启动以来，这一群体接种率超
过 57%。澳大利亚官员预计，5 岁
至 11 岁儿童可能从明年 1 月开始
接种。

澳大利亚迄今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超过 19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约
1600例。

（新华社微特稿）

·关注国际疫情·

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
卡扎菲次子赛义夫·伊斯兰·卡
扎菲 14日在南部城市塞卜哈登
记参选总统。

在利比亚选举委员会发布
的一段视频中，现年 49 岁的赛
义夫·伊斯兰身穿传统棕色长
袍，包头巾，蓄灰胡须，戴眼镜。

据路透社报道，这几乎是赛
义夫近十年来首次公开露面。

赛义夫·伊斯兰曾在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学习，英文流利，一
度被视为卡扎菲接班人。卡扎

菲政权被推翻后，他的下落一直
颇为神秘。

2011年 11月，赛义夫·伊斯
兰在利比亚西部津坦市被一支
民兵武装抓获。4年后，首都的
黎波里一家法院缺席判处他死
刑。那支民兵武装 2017 年说，
赛义夫·伊斯兰已经获释。国际
刑事法院检察官 2019年说，“可
靠”消息显示，他身在津坦。按
照法新社的说法，自2014年 6月
以来，就没有人见过他。

对于赛义夫·伊斯兰参选总

统，的黎波里民众的第一反应并
不好。尼扎尔·哈迪说，赛义夫·
伊斯兰参选总统“无法解决问
题，而且让局面更复杂”。拉姆
齐·杜埃塞说，不知道他“会接受
利比亚今天的样子，还是会让它
回到过去”？

利比亚国内各派力量大多
支持12月 24日举行总统选举。
只是，就投计票规则以及候选人
资格，各派势力仍争执不休，尚
无法确认选举能否如期举行。

赛义夫·伊斯兰是本次选举最

知名且最有争议性的候选人之
一。分析人士认为，他或许会打出

“怀旧牌”，吸引一些怀念卡扎菲时
期的民众，但不太可能取得领跑优
势，因为赛义夫·伊斯兰和那些“前
朝元老”已经失势太久，在争取选
民支持方面不及主要竞争对手。

先前，民族团结政府现任总
理阿卜杜勒·哈米德·德贝巴、

“国民军”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
尔和国民代表大会主席阿吉拉·
萨利赫·伊萨决定参选总统。

（新华社专特稿）

销声匿迹近十年 卡扎菲次子参选总统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14 日
电（记者 华迪）俄罗斯总统普京
14 日表示，俄罗斯与当前波兰
和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毫无
关系。

普京当天在俄罗斯第一电
视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俄
罗斯与波白边境难民危机毫无
关系，指责俄罗斯的人只是想借
此推脱责任，倒打一耙。

普京说，他是通过媒体了解
到波白边境难民危机的，在此之
前他从未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
申科讨论过这一问题。在难民
危机发生后，他与卢卡申科进行
了两次电话通话。

当天早些时候，英国外交大
臣特拉斯称波白边境难民危机

是“精心设计的危机”，旨在借此
分散对白俄罗斯政府“侵犯人
权”等行为的注意力。特拉斯认
为，俄方应为波白边境难民危机
负责。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就此回应说，英国对伊拉克
难民负有历史责任，无权在难民
危机中指责俄罗斯。

今年 8 月以来，为进入德国
等西欧国家，越来越多来自中东
的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欧盟
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波立两国
边境管控压力随之加大。据报
道，由于边境地区没有足够的食
品、水和医疗保障，再加上需要
躲避波兰和立陶宛方面的抓捕，
大量难民处境艰难，已有多人死

亡。波兰、立陶宛及欧盟将当前
难民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但白

方表示是西方制裁导致其无力
控制难民潮。

滞留在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的难民仍在边境地区等待。

普京：俄罗斯与波白边境难民危机毫无关系

法国国旗的蓝色
悄悄“变调”了

法国国旗的蓝白红三色旗设计已经使用了两百
多年，1976 年以来应用的官方标准中，三色中的蓝
色用的是一种潘通色卡名为“射光蓝”的色调，与欧
洲联盟盟旗一致。不过，欧洲媒体近来注意到，法
国国旗的蓝色悄悄换上了色调更暗的“海军蓝”。

法国的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援引法国官员的话报
道，换旗色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主
意。国旗“新颜”其实是“旧貌”：最早源自法国大革
命时期的三色旗，19世纪末首度定为法国国旗时用
的就是海军蓝版本，直至 1976年，时任法国总统瓦
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决定把国旗中的海军蓝换
成更为鲜艳的射光蓝，与当时欧洲委员会会旗“欧
洲旗”使用的底色保持一致。设计为蓝底上12颗金
黄色五星构成圆环的欧洲旗后来也成为欧盟盟旗。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去年起，法国总统府悬
挂的国旗就已换成海军蓝版本，但爱丽舍宫从未公
布调整旗色决定，也没有命令其他政府机构换上新
版本国旗。报道说，法国海军和法国境内不少政府
办公场所其实一直以来使用的是海军蓝版本的国
旗。

按英国广播公司说法，法国政府内部对马克龙
换旗色的决定有过争议，支持者对1976年前版本有
怀旧情结；反对者则认为海军蓝版本难看，并且与
欧盟盟旗的色调有所冲突。在很多场合下，法国国
旗与欧洲旗即欧盟盟旗并立飘扬，欧洲第一广播电
台报道认为，当年德斯坦的决定就有“审美”方面的
考虑。

不过，无论喜不喜欢海军蓝版本，各方都同意，
法国国旗的蓝色虽“变调”，但绝无“反欧盟”意味。

法国明年1月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新华社专特稿）

美日谈钢铝关税争端
日方指望“彻底”取消

日本与美国高官15日在东京会面，讨论美国上
届政府对日本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引起的贸易争
端，日方指望本届美国政府“彻底”取消加征的关税。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当天会见来访的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双方同意启动旨在解决
钢铝关税争端的谈判。日方官员会后向媒体记者透
露，萩生田在会谈中清楚表明日方立场，即希望依据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彻底”解决关税争端，日方认为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内对日本钢铁和铝产
品分别征收25%和10%进口关税的决定“有问题”。

据共同社报道，萩生田希望说服雷蒙多帮助推
动美国政府取消对日方加征的钢铝关税。从雷蒙多
会谈前后的表态来看，美方并未就此作出明确承
诺。在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启程访日前，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2 日发表声明称，访日之行将

“寻求解除双方在（钢铝关税）领域的忧虑”。
双方还发表声明称，将建立“日美商务与产业合

作伙伴关系”，以“增强两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耐受力
和安全性”。

特朗普 2018年援引所谓“232条款”，以进口钢
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多国加征高额钢
铝关税，掀起新一轮贸易争端。欧洲联盟随后对部
分美国产品施以报复性关税。经多次谈判，欧盟与
美国在上月底达成协议，美国明年起对规定配额内
的欧盟钢铝产品豁免“232条款”下加征的关税，而欧
盟中止实施反制措施，双方持续三年的钢铝关税争
端得以缓和。

与欧盟不同，同遭加征关税的日本未采取反制
措施，不过多次要求双方贸易恢复常态。

（新华社微特稿）

伊朗南部发生地震
11 月 14 日晚，在伊朗霍尔木兹甘省阿巴斯

港，人们在路边休息。
据伊朗地震中心报告，伊朗南部霍尔木兹甘

省 14 日下午接连发生 6.4 级和 6.3 级地震。
新华社发

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19

20 112

海棠湾 20

117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19

114

鹿回头

121

----亚龙湾

8026创意新城

--

二级,良

二级,良

二级,良

二级,良

（14 日 16:00 至 15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20 108 二级,良

天涯区
抱龙小学

19 104 二级,良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二级（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西岛子站

城东小学

20

19

114

115

二级,良

二级,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