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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泰晤士报》8日发布消息称，由于美国设
计并制造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被发现存在焊接缺
陷，英国下一代核潜艇建造项目可能会被延期。

据估计，潜艇建造项目需要资金 399 亿
美元。2030年前，英国皇家海军 4艘潜艇将
被新型“无畏”级核潜艇所取代。

报道称，这些缺陷部件是由美国BWX技
术公司生产，供应给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

报道称，英国新潜艇计划的时间安排与
美国项目有关，因为包括三叉戟弹道导弹系
统在内的关键部件是由美国提供的，双方于
1963年达成了此项协定。 （环球网）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 赵曼君）今
夏以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承受17场山火；北
部一场山火过火面积创这一美国西部州纪
录，火势恐继续蔓延。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说，“门多西诺复合山
火”过火面积 7 日扩大至 11.76 万公顷，接近
全美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面积，打破加州去
年12月“托马斯山火”创下的过火面积纪录；
火势预计将持续至8月底。

门多西诺山火由加州北部门多西诺县、
莱克县和科卢萨县的两场山火合成，迄今烧
毁75栋民宅，超过2.3万人离家避险。

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记者朱东阳）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8日说，因今年3月俄罗斯前
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诺尔特当天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前情报
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受到“‘诺维
乔克’神经毒剂”袭击后，“美国 8月 6日认定
俄罗斯联邦政府违反国际法使用了生化武器
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生化武器”。

声明说，相关制裁将于 8月 22日前后生
效。声明未说明具体制裁内容。

今年3月4日，俄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
女儿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张长椅
上昏迷不醒。英国警方说，两人中了神经毒剂。英
国政府称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俄方对
此坚决否认，认为英国的指控意在抹黑俄罗斯。斯
克里帕尔及其女儿经过救治已先后出院。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上一轮疫
情宣布结束仅一周后，非洲中部国家刚
果（金）再次暴发埃博拉出血热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彼得·萨拉马 7
日证实，这是该国1976年首次发现埃博
拉病毒以来遭遇的第 10 次疫情，在新
一轮疫情中已报告有 36人死亡。为何
埃博拉阴影在刚果（金）挥之不去？

疫情再袭刚果（金）
今年 5月，刚果（金）西北部赤道省

确认出现埃博拉疫情。7月 24日，世卫
组织宣布疫情结束。然而时隔仅仅一
周后，刚果（金）卫生部于本月 1 日宣
布，东部北基伍省也出现了埃博拉疫
情。

世卫组织副总干事彼得·萨拉马 7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基因测序分
析显示，北基伍省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是

“新的暴发”，与先前赤道省出现的疫情
无关。不过，两场疫情均由扎伊尔型埃
博拉病毒引发。

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目
前北基伍省以及邻近的伊图里省已有
44 人据信感染埃博拉病毒，包括 17 例
确诊病例和 27 例可能病例，其中 36 人
已死亡。此外还有 47例疑似病例正在
检测中。

世卫组织提示，北基伍省与卢旺达
和乌干达接壤，当地跨境贸易频繁，病
毒扩散至这些国家的风险较高。此外，
当地收容大量难民，严峻的安全形势可
能给疫情防控带来困难。

中国第 21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

分队内科组组长李志伟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与上次疫情发生的环境不
同，这次疫情发生在一个正在遭遇冲突
的地区。北基伍省有大量因冲突流离
失所者和众多反叛武装团伙活动，疾病
容易在反叛武装中流行、扩散至周围地
区及邻国。

世卫组织目前已向刚果（金）疫区
派出一支 30 人的团队，其中包括此前
参与赤道省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专家，此
外还从几内亚抽调一支疫苗专家团队
以支援疫苗接种工作。

为何疫情屡屡出现
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引

起的一种出血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
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
物和排泄物等感染，也能通过性接触传
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
器损害。患者病死率可达50%以上。

刚果（金）大片国土被热带雨林覆
盖，雨林里常见的果蝠被认为是埃博拉
病毒的主要宿主。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当地居民会因为接触到被感染动物的
粪便或沾有被感染动物粪便等的水果
而被感染，这是刚果（金）屡屡出现埃博
拉疫情的主要原因。

李志伟认为，当地老百姓有捕食动
物的习惯，而且当地有亲吻、触摸死去
亲人的葬俗，这都给埃博拉病毒传播提
供了机会。另外，当地常年战乱，贫穷
落后，卫生条件和防病意识差，也使疫
情防控“难上加难”。

埃博拉病毒在一次次肆虐过程中

出现的基因变异，也给防控带来诸多变
数和挑战。科研人员此前的研究显示，
埃博拉病毒的变异会增强病毒对人类
以及其他灵长类动物细胞的感染能力，
但没有提高对其他哺乳动物细胞的感
染能力。

疫苗接种面临挑战
至今，还没有针对埃博拉病毒的临

床治疗药物或疫苗获批上市。在对抗
上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卫生部
在世卫组织等机构协助下在赤道省启
动首轮疫苗接种。接种的疫苗 rVSV-
ZEBOV是当前主要的埃博拉试验性疫
苗。多项临床试验显示，它能有效预防
埃博拉病毒感染，且较为安全。这款疫
苗虽尚未获得上市许可，但有效性在先
前有限接种中获得确认。

萨拉马表示，基于目前已知信息判
断，此次疫情可以使用 rVSV-ZEBOV，
并已于8日开始接种工作。

在应对上一轮埃博拉疫情时，萨拉
马就指出，大范围疫苗接种仍面临困
难。部分疫区地处偏远、不易进入，且
没有持续电力供应。目前疫苗只能空
运到这些地区，并需要储存在零下 80
摄氏度至零下 60 摄氏度的低温环境
中，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但也有专家认为，使用未经适当测
试的治疗方法或疫苗是不道德的，而且
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美国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认
为，科学界仍处在了解如何治疗和预防
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早期阶段。

埃博拉疫情为何反复出现

因俄前特工中毒事件

美将对俄实施制裁

美国产关键武器部件

把英皇家海军“坑了”

巴勒斯坦卫生部8月9日上午说，以军战
机8日晚间开始对加沙地带的新一轮轰炸已
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图为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轰炸过后的房屋中查看。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 9日电（记者 沈
敏）欧洲联盟高级官员要求欧盟成员国
企业不要屈从于美国“次级制裁”威胁，
继续与伊朗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否则可
能面临欧盟惩罚。

随着美国对伊朗重新启动的第一批
制裁 7日生效，一些欧洲大企业担忧在
美国的利益受损而选择撤出伊朗市场。
欧盟寄希望于欧洲中小企业填补空缺。

屈从美国将挨罚？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

代丽卡·莫盖里尼 7日在新西兰访问时
告诉媒体记者，欧洲人要与谁做生意，
应由欧洲人自己决定。

她说，欧盟认定伊朗履行2015年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中限制铀浓缩活动的承
诺，维持协议符合欧洲和全世界的“安全利
益”。“任何服务于核不扩散宗旨的国际协
议只要仍在发挥效力，就必须予以维护。”

莫盖里尼的助手娜塔莉·托奇 6日
告诉英国广播公司：“假如欧盟企业屈从
于美国的次级制裁，它们将受到欧盟惩
罚。”她说，欧盟对美方单方面制裁伊朗
采取强硬举措，是为了“向伊朗人发出外
交信号，即欧洲将认真履行伊核协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5 月 8 日
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第一批制裁针对
伊朗政府的与美元相关金融交易、贵金
属买卖、汽车和民航业等领域，8月7日
零时生效；第二批制裁针对伊朗能源行
业和中央银行对外交易，定于11月5日
零时生效。美国以外的企业或个人如
果与伊朗有生意往来，在美资产和金融

活动将遭受“次级制裁”、即连带制裁。
参与促成并签署伊核协议的英国、法

国和德国反对美国退出协议。先前，欧洲
和美国按照协议解除对伊朗制裁，不少欧
洲企业进驻伊朗，欧伊贸易额逐渐恢复。

寄望中小企业“补缺”
为应对美方连带制裁，欧盟已“激活”

并更新一部尘封22年的反制裁条例，在美
国恢复对伊制裁同一天、即8月7日生效。

这一条例最初为应对美国国会
1996年通过对古巴加强经济封锁的赫
尔姆斯—伯顿法而出台，但从来没有真
正执行。根据这一条例，欧洲企业无需
遵守美国制裁令，可借反诉讼就制裁所
造成损失索要赔偿。

德国戴姆勒公司 7日宣布，中止它
在伊朗境内“非常有限”的活动，撤出这
家汽车制造企业驻伊朗代表办事处。
2016年初，戴姆勒宣布一项在伊朗投资
建厂、生产卡车并与伊朗企业合作的计
划。计划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如今因
为美国制裁而搁置。

特朗普同一天进一步逼迫外国企
业“配合”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他
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任何继续与
伊朗做生意的人，别想与美国做生意。”

原比利时常驻欧盟代表让·德鲁伊
特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欧
盟反制裁条例可能不足以说服大企业留
在伊朗，因为美国“手臂伸得长”。 欧盟
因此“特别鼓励”中小企业开拓伊朗市
场，只因它们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较低。

卫星社报道，与伊朗保持稳定经贸

往来的土耳其可能继续发挥“中间商”
作用，从欧美进口商品，转手卖给伊朗。
譬如，西班牙和意大利一些中型电梯制
造商趁美国奥的斯、瑞士迅达、德国蒂森
—克虏伯等欧美大牌电梯企业“离开多
年”空档，在伊朗市场站稳脚跟，一些土
耳其中小企业则靠售卖欧美大品牌旧电
梯零件、提供维修服务立足。

伊朗抗压有“经验”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一些美国高

官暗示美国借制裁对伊朗“极限施压”，
旨在推动伊朗“政权更迭”。

不过，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
际危机研究组织驻伊朗项目总监阿里·瓦
埃兹7日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美国制裁
固然可能重创伊朗经济，“但这不是伊朗
领导层第一次应对制裁。我怀疑（制裁）
没法在两年内拖垮伊朗政府或政权”。

为缓解美国金融制裁拖累本币里
亚尔贬值等负面影响，伊朗政府 5日发
布一系列放松外汇管制措施，包括允许
黄金、美元等“硬通货”无限制流入境
内、解禁私人外币兑换服务。

伊朗4月宣布统一官方汇率4.2万里
亚尔兑1美元，把任何依非官方汇率做的
外汇交易视为非法。“黑市”交易价现在是
官方汇率两倍有余。经央行允许，部分
私人外币兑换点7日重新开门迎客。

里亚尔 4 月以来贬值幅度超过
50%。政府宣布外汇新政后，里亚尔回
涨20%。但业内担忧，11月恢复生效的
第二批制裁针对伊朗经济命脉所系的
石油出口行业，将加重打击伊朗经济。

欧盟劝欧企不要屈从美国对伊制裁

加州17场山火肆虐

过火面积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