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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如何收场？欧盟让英国“三选一”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4 日电(记者林小春)
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杨军 24日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说，中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
四号和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简
称碳卫星)的数据产品将对全球用户免费开放。

杨军当天在地球观测组织(GEO)第 14届全
会“中国日”活动上说，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和碳卫
星是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对全
球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今后，中国将会不断地给全球用户提供

更多、更好的卫星观测产品。
风云四号卫星于 2016 年 12 月发射，今

年 9 月在轨交付，标志着中国静止轨道气象
卫星成功实现了升级换代。

据杨军介绍，目前风云四号已完成卫星
平台和载荷的测试工作，卫星状态稳定，性能
良好。中方正组织开展包括云、大气、地表状
态等多种产品的测试，计划于 2018 年初开始
正式投入使用，其数据和产品届时将免费与
国际用户共享。

碳卫星于 2016 年 12 月成功发射，目前
已顺利完成了卫星在轨测试，各项功能性能
指标满足研制要求。

杨军说，碳卫星对充分了解全球碳循环过
程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已制定了碳卫星数据共享政策，有关数据
和产品从今天开始对全球用户免费开放。

全球用户可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服务
网和中国国家综合地球观测数据共享平台获
取相关数据产品。

地球观测组织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中国是创始国之一。该组织秘书处主任芭芭
拉·瑞安高度赞扬了中国在地球观测方面作
出的贡献。

“地球观测组织正在组织实施全球碳观
测计划，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更多地参与其
中，”她在活动现场对记者们说，“我认为中国
的碳卫星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数据
开放政策将会对该计划的实施有巨大帮助，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估地球气候如何变化。”

据新华社基加利 10 月 24 日电(记者吕
天然)卢旺达 6 号国道穿过位于西南部的纽
恩威国家公园，道路两旁的森林郁郁葱葱，有
时会有猴子从茂密的枝叶中蹿出，走到路边
甚至路中央。

卢旺达发展署资料显示，面积达 1000 多
平方公里的纽恩威国家公园海拔 1600 米至
2950 米，是非洲最大的山地雨林保护区。这
里有 200 多种树、140 多种兰花和约 310种
鸟类，还生活着 13种灵长类动物，其中包括
非洲规模最大的安哥拉疣猴群，数量超过
300 只，以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尤氏长尾猴
和约 500 头黑猩猩。

公园向导说，纽恩威森林原本面积更大，
但由于人类活动而缩小，并被分割成一些小片

的独立森林。距公园主园区约 25 公里的希
亚穆东戈森林曾与主园区森林相连。如今，
希亚穆东戈被村庄、茶园和人工林等包围，
成为一座天然森林“孤岛”。

卢旺达旅游和环境保护专家格雷格·巴
库恩齐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森林对
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以及创
造旅游收入等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被称
为“卢旺达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地方”

的纽恩威森林在 2005 年成为国家公园并受
到必要保护之前，正在一点点消失。据介绍，
在过去数百年里，人口增加和人类活动使
纽恩威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金矿营地砍伐
大量树木作为柴火和建筑材料，许多大型
动物因偷猎而消失，采蜜人为驱赶蜂群采

集蜂蜜而烧毁林木……
纽恩威森林的遭遇是卢旺达森林的缩

影。在纽恩威国家公园访客中心可以看到，
1850 年卢旺达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75% ，
1990 年仅为 13%。卢旺达环境管理局认
为，国内大片森林因为人类活动侵蚀而面
临与日俱增的压力。

巴库恩齐告诉记者，卢旺达政府正采
取多种措施保护森林，并以可持续的方式
积极发展旅游业。卢旺达自然资源部 2016
年 1 月宣布，全国森林覆盖率已达 29 . 2%。
按照政府计划，到 2020 年将森林覆盖率提
高至 30%。为此，卢旺达政府正通过保护
现有森林，恢复生态系统及合理使用森林
资源等措施，努力增加森林覆盖率。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 24 日说，
对于欧盟与英国仍在进行中的“脱欧”谈判，最
终如何结束将由英国方面决定。图斯克表示，欧
盟给英国三个选项：达成协议后“脱欧”、不达成
协议的“硬脱欧”以及收回“脱欧”决定。

英国与欧盟第五轮“脱欧”谈判本月 12
日结束，双方仍未能在公民权利、英国与爱尔
兰边界以及“分手费”等关键议题上取得突破
性进展。

为打破“脱欧”谈判僵局，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本月 16 日亲赴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
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闭门“约饭”。

双方会后发表声明称，会谈在富有建设性的
“良好氛围”中结束，双方一致同意加快谈
判。

不过，欧盟方面强调，英国应就“分手
费”等关键问题拿出更详细的方案，而后才
能启动第二阶段谈判。

针对“脱欧”谈判的结局，图斯克 24
日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场谈判最
终走向如何，都将取决于英国。

图斯克对在场的欧洲议会议员说：“这
一切如何结束，将由伦敦方面决定。一种选
择是双方达成协议，另一种选择是无协议，

第三种选择是不‘脱欧’。”
他同时呼吁，欧盟余下的 27 个成员国

应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脱欧”谈判。他
说：“我们 27 国保持团结，但我们仍然面
对着最艰巨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谈
判将以我方失败告终。”

德国媒体 22 日爆料，特雷莎·梅在布鲁
塞尔与容克共进晚餐期间，看上去备受精神
折磨、不安且沮丧。按这篇报道的说法，特
雷莎·梅甚至“乞求”容克，希望欧盟方面
能给予她帮助。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加里蒂斯·斯基纳

斯 23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上述说法。他
表示，总有人把矛头对准欧盟，以期满足个
人政治利益，为此甚至不惜给“脱欧”谈判
制造障碍。

容克本人也对这篇报道予以坚决否认。
他 24 日在欧洲议会上表示，欧盟希望与英
国达成“脱欧”协议，避免“硬脱欧”情况
发生。

他说：“欧盟委员会方面并未在敌对的
气氛中谈判，我们希望达成协议。那些不想
达成协议的人，他们在欧盟委员会中没有朋
友。”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我风云四号数据产品将免费向全球开放

▲这是 10 月 20 日在卢旺达西南部的纽恩威国家公园拍摄的安哥拉疣猴。新华社记者吕天然摄

据新华社洛杉矶 10 月 24 日电(记者高
山)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政当局将于
25 日起执行新规：过马路时玩手机者将被课
以罚款。檀香山成为首个对行人过马路玩手
机进行罚款的美国都市。

为了增强对行人的保护及提高行人过马
路时的责任意识，檀香山市市长柯克·考德威
尔于今年 7 月签署法案，规定行人在过马路

时，玩手机游戏或浏览手机等电子设备为违
法行为。初犯者会被罚款 15至 35 美元(1 美
元约合 6 . 6 元人民币)，再犯者将会被罚款
75至 99 美元。

这项名为《电子设备行人安全法案》的提
出者、檀香山地方议会议员布兰登·埃莱凡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机动车驾驶员和骑
车人都有相应的法规约束，行人同样应当分

担责任。
据美国州长公路安全协会统计，近年来

美国行人死亡数量飙升。2016 年美国全年行
人死亡人数近 6000 人，比上一年增长 11%，
而行人走路时玩手机分散注意力被认为是交
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全世界每年有超
过 27 万行人死于路面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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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檀香山将对过马路玩手机者处罚金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4 日电(记者刘
阳 、徐剑梅)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哈
佛大学等机构 24 日公布的一份联合民调
显示，超过半数白人认为美国社会存在对
白人的歧视，一反以往美国少数族裔是被
歧视者的普遍认知。

这份民调在 3453 名成年人中进行，
面向美国居民。结果显示， 55% 的白人受
访者认为美国社会存在对白人的不公平现
象，包括工作录用、职位晋升以及学校录
取等。

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受访者赫什
曼表示：“如果你申请一份工作，他们总会
先给黑人机会；如果你需要政府救助，黑
人就会得到，白人就得不到。”

尽管过半白人认为存在白人受歧视现
象，但仅有少数白人受访者表示亲身遭受
过歧视。约有 19% 的白人受访者称在申请
工作时受到歧视， 13% 的白人称谋求职位
晋升时受到过歧视，而 11% 的白人称申请
学校受到过歧视。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社会，白人一直占
据主导地位，非裔、拉美裔、亚裔以及印
第安原住民等都曾在美国历史中受到过压
迫和歧视。

经过在 20 世纪后半叶发起的平权运
动，种族歧视基本从社会主流中消失，
但种族间矛盾尚未完全弥合。尤其是近
年 来 美 国 贫 富 差 距 拉 大 以 后 ，“身 份 政
治”重新显现，激化了种族间矛盾。

美国阿克伦大学政治学者科亨说，
本次民调结果是美国社会分裂的一个注
脚，也部分解释了去年大选中特朗普为
何爆冷胜选。

科亨说，一些白人选民的不满情绪让
他们倒向特朗普，但尚不清楚是特朗普刺
激了这种不满情绪，还是仅仅利用了这
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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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杜白羽、刘莉莉)多家美国媒
体 23 日报道，美国空军正准备将 B
-52H 战略轰炸机恢复冷战时期的
每天 24 小时警戒值班状态。这是自
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状态”。
美国不断提高本国核武器战略水
平，背后有何考量？

冷战后最高戒备

美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将
军 23 日向美媒体透露此消息时说，
该计划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或事
件，更多考虑的是全球形势的变化，
以及如何确保美国空军不断进步。

所谓“24小时警戒”，指携带核武
器的轰炸机在跑道上待命，飞行员在
值班室内等待命令，一旦出现紧急情
况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起飞。

冷战时期，美苏在相当长时间
里都保持有战略轰炸机携带核弹
24 小时在空中巡航，以保证接到核
攻击指令时能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但这种危险的带弹巡逻也造成多次
空中险情。冷战后，美国和俄罗斯相
继停止了这种“吓人亦吓己”的带核
弹巡逻任务。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
一旦重新开始核轰炸机全天候执行
战备值班任务，意味着进入了冷战
后的最高戒备状态。

目前美国空军的空基核投掷平
台主要包括 B-52H 型和 B-2A 型
战略轰炸机，它们装备第八航空队。
除了本国基地外，可临时部署战略
轰炸机的前沿空军基地还包括英国
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位于关岛的
安德森空军基地、位于卡塔尔的乌
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查戈斯群岛
的迪戈加西亚空军基地。

追求绝对安全

资深军事专家马尧指出，美国核战略的一大特点是保
持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借以巩固美国的
世界主导地位，并力图实现美国确保自身绝对安全的全球
战略目标。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这种以实力谋求优
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美国也往往以地区局势为借口加强军力部署。据西方
媒体报道，美空军正是借助美朝矛盾升级的契机，加强其核
武器的战备水平，恢复 B-52H 战略轰炸机的 24 小时值班，
提高战备等级。

维护霸权地位

马尧指出，美国日益增长的霸权维持成本和相对衰落
的国力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不久前美国驱逐舰频频在
亚太地区发生重大事故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美国试图让
B-52H 战略轰炸机进行 24 小时值班，深层原因在于维护
美国的霸权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有不少美军高级官员强调，启动美军核
轰炸机 24 小时待命状态目前仍处于讨论阶段，需要美军战
略司令部司令、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的同意。

美国空军 24 日发布声明，表示 B-52H 恢复 24 小时警
戒的计划确实存在，但并非“迫在眉睫”。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刘阳、刘莉莉)美国
军方近日表示，目前陆军“兵源荒”问题凸显，陆军一名负责
征兵的军官表示，美国适龄青年中愿意加入陆军的比例仅
为 0 . 4%，值得担忧。

分析人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部队岗位缺乏吸
引力、陆军待遇低下和氛围不佳、青年素质堪忧有关，未来
可能对美军的战斗力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陆军征兵司令部军士长安东尼·鲍尔斯日前在华
盛顿召开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 17
岁至 24 岁的青年共有 3340 万人，其中只有 970 万人体能
体重达标，身体健康，没有过违法行为、吸毒以及精神疾病，
符合入伍标准。在这些人中，除去已被大学录取的和不符合
陆军其他招录标准的，仅剩约 170 万人，其中估计只有
13 . 6 万人对加入陆军感兴趣。

鲍尔斯说，不少人参军是因为亲戚朋友有从军经历，甚至
一些家庭有参军的传统，但随着参军人数比例不断下降，了解
军旅生活并愿意参军的人也越来越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此外，青年人也更少通过媒体了解军旅生活。“他们每
个人平均有 5 个电子设备，注意力持续时间不超过 8 秒钟，
这让我们的推介活动很难吸引他们。”鲍尔斯说。

美国社会以往以参军为荣的风气也在逐渐改变，不少
人认为参军对年轻人不是一条好出路。据美国《陆军时报》
报道，参军甚至被看作是最差的工作之一。

资深军事评论员胡文翰分析说，美国陆军缺乏吸引力，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美国陆军是美军各军种中待遇最
低、生活条件最差、服役环境最恶劣，并且最容易遭遇战场
伤亡的军种；其次，部队氛围不佳，近年来美军丑闻不断，女
性官兵遭性侵事件频发，赌博、酗酒、腐败问题也日益凸显。

美国陆军募兵难是多年来的老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展
望未来，“兵源荒”问题将对美军战斗力生成和未来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美军未来如不能有效解决兵源荒和兵员质量
下降的问题，军事实力下滑将在所难免，全球军事霸权地位
也将岌岌可危。”胡文翰说。

近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称美国陆军需要
保持可随时投入 50 个旅进入战斗的状态，但目前只具备这
一标准的 38% 至 74% ，属于“虚弱状态”。该基金会认为，美
军整体作战能力为“勉强及格”，并且向“弱”的方向发展。

“兵源荒”问题凸显

威胁美国陆军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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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待命，飞行员在值班室

待命，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能在最

短时间内起飞。

冷战时期，美苏在相当长

时间里都保持有战略轰炸机携

带核弹 24 小时在空中巡航。

如今，美空军正是借助美

朝矛盾升级的契机，加强其核

武器的战备水平。深层原因在

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日本允许利用动物培育人体器官的研究
新华社东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华义)日

本文部科学省专家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利用动
物身体培育人体器官的基础研究，这将有助
医生弄清疾病的病理和新药研发。日本现有
政策禁止在动物体内培育人体器官，文部科
学省将于下一年度修改有关规定，允许注入
人体细胞的动物胚胎移植和生产。

在有关规定修改后，日本科研人员可以
将人类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 细胞)等细胞
注入动物胚胎中，培育出“人兽混合胚胎”。例
如，研究人员可以将人类 iPS 细胞注入不能
形成胰脏的猪胚胎中，再将胚胎移植到猪的
子宫里，获得拥有人类胰脏的小猪。

委员会认为，用“人兽混合胚胎”培育而

成的动物不大可能具有高度认知能力，但这
种做法对基础研究很有必要，因此政府将允
许其移植和生产。

目前由于安全性和伦理性等方面的问题，
委员会并没有批准人类移植利用动物培育出
的人体器官。委员会还将讨论是否允许用动物
培育人脑神经细胞和生殖细胞的研究。

受访者中超半数白人认为

就业晋升入学方面有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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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5% 到 13%：拯救消失的森林
从纽恩威国家公园看卢旺达森林破坏教训和保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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