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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塔什干8月2日
电 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2
日宣布，该国和俄罗斯“南
部-2021”联合军演在乌南
部与阿富汗接壤的苏尔汉河
州铁尔梅兹军事基地正式
启动。

乌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
说，本次乌俄两国联合军演
将持续至8月8日，主要目的
是完善两国军队合作体系，
并就安全领域的问题交流
经验。

乌国防部还表示，该国
已派出约200名军人、20多
台装备，参加于8月 5日至
10日在邻国塔吉克斯坦举
行的俄乌塔三国联合军演。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与阿
富汗接壤。美国总统拜登今
年4月宣布，驻阿美军5月1
日开始撤离，9月11日前完
全撤出。7月 8日，拜登表
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
务将于8月31日结束。随着
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
班与阿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
趋激烈，当地安全形势持续
恶化。

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2日电 以
色列总理办公室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
当日批准2021年和2022年国家财政
预算案。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是政府
三年来首次批准国家财政预算案。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当日表示，经
过近三年的政治僵局，以色列正在“重
新开始运行”，预算案的批准有助于政
府稳定。

以色列财政部长利伯曼说，相

关改革“将为以色列社会带来切实
的变化”。他表示，新预算将着眼于
降低生活成本，在基础设施、交通和
房地产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减少官
僚主义。

根据以色列有关法律，这一预算
案应在11月4日午夜前经过以色列议
会三轮投票通过才能生效。若该预算
案无法按时通过，以色列议会将自动
解散并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自2019年4月以来，以色列先后
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新政府“难产”，
这一政治僵局导致该国迟迟未通过新
的国家财政预算。目前，以色列的财
政支出是基于 2018 年 1 月通过的
2019年国家财政预算方案。

今年3月23日，以色列举行第24
届议会选举。新一届政府于6月13日
宣誓就职，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
特出任总理。

新华社德黑兰8月1日电 伊朗
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8月1日否
认伊朗对以色列公司管理的油轮实施
袭击。

哈提卜扎德当天在记者会上表
示，以色列必须停止有关伊朗袭击油
轮的虚假指控。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应该受到谴责。

哈提卜扎德表示，以色列的相关
指控是基于其与美国的联系，这些指
控是为了转移民众注意力，这一干扰
手段不会达到目的。

据报道，以色列公司管理的“默瑟
街”号油轮7月29日在阿曼附近海域
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两名船员死亡。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8月1日说，有

证据表明伊朗参与了对该油轮的袭
击，以色列希望国际社会对伊朗施加
压力。

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
明强烈谴责油轮遇袭事件，称美方确
信伊朗使用无人机实施此次袭击。美
国正与域内外国家协商对此事作出

“适当的回应”。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8月2日，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
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
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强调面对新冠病
毒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
国际社会需要加强抗疫合作，呼吁世卫
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
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联合声明》认为，人类是荣辱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病毒没有国
界，不分种族，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
才能战而胜之。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
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合作
进行研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学
结论。

《联合声明》指出，病毒溯源是世界
各国的共同义务，世卫组织秘书处单方
面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不符合
世卫大会决议要求，未同成员国充分协
商，也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研究最新成
果，不利于指导全球溯源合作继续深入

推进。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
展合作，充分考虑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
证据，充分采纳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
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相关建议。支持
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本着专业精神在多
国多地全面展开病毒溯源工作，为预防
下一次大流行提供必要经验借鉴。

《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各种政
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的企图，反对政治
因素和政治操弄干扰研究进程和国际抗
疫合作。

《联合声明》赞赏包括中国在内的一
些国家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提
供疫苗，为全球抗疫合作作出重要贡
献。呼吁有能力国家避免限制出口或超
量囤积，坚决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弥补
全球“免疫鸿沟”，筑牢国际防疫屏障。

《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党和组织
肩负着增进民众福祉、促进国家发展和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重任，要积极促进抗
疫国际合作、政策协调、行动配合，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近期，欧洲多地遭受暴雨洪水袭击，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世界气象组
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表示，气候变化
将导致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

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需要
各国采取措施共同应对。中欧作为世界
重要经济体，就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发出
积极信号，有助于人类应对全球气候环
境挑战，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保持对话

推动中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欧
高层交往机制发挥了引领作用。

在7月初举行的中法德领导人视频
峰会上，中方表示，愿同欧方一道，确保昆
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
次缔约方会议均取得积极成果。法方和
德方均表示愿就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等问题继续同中方保持沟通。

此前在4月举行的中法德领导人视
频峰会上，三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加强

气候政策对话和绿色发展领域合作，将
应对气候变化打造成中欧合作的重要
支柱。

2020年9月，中国、德国和欧盟领导
人视频会晤决定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
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和欧盟是全面
战略伙伴，也是当今世界两大独立力
量。双方就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重大
问题协调立场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展现决心

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方面，中欧有很多共同愿景，展现了共
同的决心。中欧认真对待气候变化问
题，特别是为实现碳中和而付出努力，将
有力促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中国于2020年提出，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欧盟委员会今
年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计划提
案，旨在实现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净

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至少减少
55%，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中欧在节能环保领域也有很大的互
补性。欧洲拥有技术优势，而中国拥有
广阔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欧盟
都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
利日前表示，欧中合作是根本性、战略性
的，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欧中应发
展强有力、真诚的关系，这符合双方利
益。欧方愿同中方加强气候变化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合作。

务实合作

中欧合作为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益。展望未来，中欧在新能源、绿色金
融等领域的合作方兴未艾，深化绿色伙
伴关系面临新机遇。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推动中欧
绿色低碳能源合作为目标，在马耳他和
黑山重点建设绿色能源项目。该公司目
前正在把马耳他的戈佐岛改造成欧盟第

一个试点“零碳岛”，该项目将整合风能、
太阳能和氢能等。

重庆小康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万治军介绍说，小康集团旗下的新能源
汽车已进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盟国
家，现在出口的国家已经达到12个，为
碳达峰、碳中和贡献力量。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是1992年成立
的中法合资公司，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
研发领域颇具代表性。在神龙公司成都
分公司综合管理室经理徐长禹看来，神
龙汽车成都工厂与法方的合作实现了互
利共赢。

徐长禹说，通过引进法国技术，汽车
生产环节有效减少了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更加环保节能，同时成都工厂高度智
能化、绿色高效的流程管理经验也吸引
法国同行多次前来考察学习。“成都工厂
和法国同行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共
同推动汽车行业更加绿色低碳。下一
步，我们还将合作推出更多新能源汽车，
进一步加强环保方面的合作。”

新华社突尼斯8月2日电 一架装
载新一批中国援助新冠疫苗及其他医疗
物资的突尼斯军机2日上午抵达突尼斯
首都突尼斯市，突外交部长贾兰迪、国防
部军事卫勤总局局长费尔加尼及中国驻
突尼斯大使张建国前往机场迎接。

贾兰迪对中国数次向突尼斯提供医
疗援助表示感谢。他强调，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中国数次向突尼斯提供疫苗及其
他物资，这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好
合作关系。

费尔加尼说，在突尼斯目前疫情非

常严峻的时刻，这批中国疫苗将加速突
尼斯国内疫苗接种进程。

张建国表示，中国千方百计帮助突
尼斯构筑免疫防线，真心诚意支持突尼
斯抗疫斗争。

突尼斯7月受到新一波疫情冲击，
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
屡创新高。突尼斯卫生部8月2日发布
的报告说，该国7月31日新增确诊病例
2651例，累计确诊病例595532例；新增
死 亡 病 例 209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20067例。

新一批中国援助新冠疫苗
运抵突尼斯

中欧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
注入更多正能量

□新华社记者

意大利多地发生林火灾害
8月1日，意大利佩斯卡拉发生林火的地点冒出浓烟。
意大利西西里岛和濒临亚得里亚海的中部城市佩斯卡拉等地近日发生林火，造成多人受伤。

□据新华社

多国政党和社会组织向世卫组织提交《联合声明》
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新华社阿比让8月2日电 尼亚美
消息：尼日尔国防部1日发表声明说，尼
安全部队日前在西南部蒂拉贝里省执
行任务时遭遇武装人员伏击，造成18名
士兵和1名平民死亡。

声明说，安全部队7月31日在蒂拉
贝里省执行运输补给任务途中遭遇不
明身份武装人员伏击，并在撤离过程中
触雷，造成18名士兵和1名平民死亡，
另有7人受伤、6人失踪。

尼国防部称，安全部队获得尼空军

支援，已在事发地带展开搜捕行动。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制造了这

起袭击事件。
蒂 拉 贝 里 省 位 于 尼 日 尔 与 马

里、布基纳法索交界地带。近年来，
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
端组织、恐怖组织频繁在这一地区
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7月
28 日，蒂拉贝里省一座村庄遭不明
身份武装人员袭击，造成 19 名平民
死亡。

尼日尔安全部队遇袭致19人死亡

新华社巴黎8月2
日电 法国中部圣艾尼
昂市博瓦勒野生动物园
2日宣布，生活在该园
的中国雌性大熊猫“欢
欢”2日凌晨顺利产下
双胞胎，目前两只幼崽
状态良好。

博瓦勒野生动物园
发言人拉科斯特当天接
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
时说，2 日 1 时 05 分，

“欢欢”顺利产下第一只
幼崽，几分钟后再产
一崽。

“两只熊猫宝宝目
前健康状况良好。它们
的性别尚未确定，第一
只重149克，第二只重
128.8克。‘欢欢’目前状
况也很好。”拉科斯特介
绍说。

今年3月底，在动
物园兽医和看护人员安
排下，“欢欢”和雄性大
熊猫“圆仔”尝试交配。
作为补充措施，动物园
还对“欢欢”进行了人工
授精。7月23日，动物
园宣布，继 20 日发现

“欢欢”腹中首个胚胎
后，23日为“欢欢”再次
做超声波检查时，在其
子宫另一侧发现第二个
胚胎。

2012年，“欢欢”和“圆仔”从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来到博瓦勒野生
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中法大熊猫
繁育合作计划。2017年8月4日，“欢
欢”诞下雄性幼崽“圆梦”，“圆梦”是首
只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

新华社贝鲁特8月1日电 黎巴嫩
首都贝鲁特南部一滨海小镇8月1日发
生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10多
人受伤。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
支持者谢卜利7月31日晚在贝鲁特南
部海勒代镇的一场婚礼上被杀身亡。8
月1日，谢卜利的送葬车队在其家附近
遭遇枪手袭击，双方发生交火，并动用
了机关枪和火箭推进榴弹。冲突造成
包括3名真主党成员在内的至少5人
死亡。

报道说，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
斯林去年曾在海勒代镇爆发冲突，造成
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5岁少年。谢
卜利在冲突中导致这名少年死亡，并在
婚礼上被报复杀害。

事件发生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看
守总理迪亚卜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防暴
止乱，保障民众安全。候任总理米卡提
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克制，不要卷入冲突
和争斗。

目前，黎巴嫩军队已加强在海勒代
地区的兵力部署。

黎巴嫩首都南部发生武装冲突
至少5人死亡

即日起，我市将开展为期4个月
（5月8日至8月31日）的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从严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提
升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在专项行动
开展期间，安顺市生态环境局全天24
小时受理人民群众及NGO组织关于
生态环境问题的举报。

举报电话：0851-33727952
来信举报地址：安顺市生态环境

局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中心（安顺市西
秀区迎晖大道9号）

安顺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5月8日

安顺市生态环境局
受理生态环境问题举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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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三年来首次批准国家财政预算案

伊朗否认对以色列公司管理的油轮实施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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