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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全面反对
安理会涉朝决议

12/15
朝鲜外务省 13 日发表公报说，联合国安理会 11 日通过的涉朝决议是“非法的”，朝鲜
对该决议予以
“严厉谴责和全面反对”
。
朝中社当天发布的外务省公报说，美国用尽各种手段和方法炮制的安理会第 2375 号
决议，是旨在剥夺朝鲜正当自卫权、通过全面经济封锁完全窒息朝鲜和朝鲜人民的挑衅
行为的产物，
朝鲜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和全面反对。
公报说，在美国主导下再次上演的非法的制裁决议把戏，使朝鲜确认了自己所选道
路的正确性，更加坚定了朝鲜毫不动摇地、更加快速地将这条道路走到底的意志。为捍
卫国家主权和生存权，朝鲜将加快巩固自身力量。11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375
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此项决议是安理会针对朝鲜 3 日进行的第六次核试
验作出的反应，
是 2006 年以来安理会第九次通过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全球变暖导致飓风不断？

白宫表示
“我不知道”

第 72 届联大主席莱恰克宣誓就任
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 11 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来自斯洛伐克的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当天正式接替来
自斐济的第 71 届联大主席彼得·汤姆森，宣誓就任第 72 届联大主席。图为莱恰克（右）从汤姆森（左）的手中接过象
征联大主席权力的木槌。

第 72 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第 72 届联合国大会 12 日下午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
的主题是“以人为本：在可持续发展
的地球上为全人类努力创造和平以
及美好生活”。
第 72 届联大主席米罗斯拉夫·
莱恰克在致辞时说，本届联大将在

三方面作出努力：以人为中心、平衡
各方利益以及提升工作质量和透明
度。他同时强调了多边主义的重要
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来
自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等出席了当
天的开幕式会议。

古特雷斯说，当今世界面临严
峻威胁和重大挑战，希望各国政府
和相关机构加速行动，兑现承诺，共
同应对各种挑战和威胁。
今年 9 月 19 日至 25 日将举行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这期间还将
举行一系列高级别会议。

一张网能刹住 17 吨重汽车
伦敦祭出反恐
“神器”
专治驾车撞人
面对欧洲国家频繁发生的驾车
撞人式恐怖袭击，英国伦敦警察局
推出新款反恐“神器”：一张能够刹
住重达 17 吨汽车的拦截网。
美国《国际财经日报》11 日报
道，伦敦警察局说，这种名为“利爪”
的拦截网装有钨钢钉，能扎破任何
车辆的轮胎，随后缠住车辆前轮。
设计人员确保车辆在“利爪”的作用
下，刹车时保持直线状态，从而大大

减少对人群的威胁。
警方还说，铺设“利爪”仅需两
名警察，
且在一分钟以内便可完成。
“利爪”10 日上午首次亮相白
厅和平纪念碑的一场活动，数百名
英国海军水兵和退伍老兵参加游
行。伦敦警察局认为，它今后可能
经常现身伦敦举行的重大活动。
据伦敦警察局保护性治安行动
小组总督察尼克·斯塔利介绍，
“利

爪”只是诸多防护手段中的一种。
为预防汽车撞人式恐袭，伦敦旅游
景点已经永久布设重金属及混凝土
防撞护栏。驾车冲撞行人是近两年
恐怖分子在欧洲实施袭击的主要手
段。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
组织都号召追随者实施此类袭击。
按照英国《独立报》的说法，英国今
年发生的 4 起恐怖袭击中有 3 起是
驾车撞人。

缅甸政府成立专门机构
落实若开邦问题建议
缅甸总统府 12 日晚宣布，缅
甸政府成立若开邦问题建议执行委
员会，落实若开邦事务顾问委员会
和孟都恐袭调查委员会在最终报告
中的建议。
总统府当晚发布通告说，若开
邦问题建议执行委员会负责落实若
开邦事务顾问委员会、孟都恐袭调
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建议，负责采
取措施避免在恢复若开邦稳定行动
中伤害无辜平民，在当地展开安全
行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维护
当地稳定，为当地民众提供住宿、
创造就业机会等。来自国内外的人

道主义救援物资将通过执行委员会
一视同仁地分发给所有迁移的民
众。
通告说，若开邦问题建议执行
委员会由 15 人组成，缅甸社会福
利、救济和安置部部长任主席，成
员还包括若开邦首席部长、国务资
政府部副部长，以及宣传部、宗教
事务和文化部、卫生和体育部、教
育部、建设部等部门的常秘。
2016 年 8 月，缅甸国务资政府
部成立包括 3 名外籍成员在内的若
开邦事务顾问委员会，联合国前秘
书长科菲·安南担任委员会主席，

负责在预防冲突、人道协助、维权
与和解、机构设置、促进发展方面
作出评估，并提交关于若开邦问题
的调查报告和建议。该委员会今年
8 月提交了名为 《为了若开人民的
和平、公正和繁荣的未来》 的最终
调查报告。
孟都恐袭调查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成立，由第一副总统吴敏
瑞担任主席，负责调查去年 10 月 9
日在孟都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的背
景、真实情况并提交地区稳定评
估、建议等。该委员会今年年初提
交了最终报告。

美国接连遭到飓风袭击
后，人类活动是否导致全球变
暖并引发极端天气，再次成为
一个热门话题。
“ 雅 虎 新 闻 ”9 月 12 日 报
道，国际上大部分有关科学家
认为，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
暖的一个因素，而全球变暖是
极端天气频繁出现的一个原
因。不过，特朗普一直宣称气
候变化这个话题是有利于发展
中国家的“一个骗局”。因此在
美国连遭“哈维”和“艾尔玛”袭
击后，特朗普反对全球变暖论、
退出巴黎协定的做法，是否应
该遭到批评，自然也免不了被
提出来讨论一番。
《华盛顿观察家》9 月 11 日
报道，负责国土安全事务的总
统顾问汤姆·波塞特，当天在白
宫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目前还不是谈论这个问题
的时候。
波塞特说，白宫对气候变
化问题“非常重视”，但并没有
讨论气候变化的原因。他说，
目前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要保
证对“哈维”和“艾尔玛”造成的
灾区，进行快速反应和救援，而
不是讨论“事情发生”的原因，
那需要以后进行更多分析才能
知道。
这话听起来当然非常有道
理，但问题是，美国多家媒体前
一阵报道，特朗普上台后，不仅
鼓励煤炭、石油等高排放量的
产业发展，限制新能源产业，而
且还废除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
的措施，因此无论是长远气候
变化，还是近期的防灾，特朗普
政府都应该反思。
与白宫避而不谈气候变化
原因相对照的是，罗马教皇方
济各很明确地表示，极端天气
频繁和气候变化是有联系的。
《赫芬顿邮报》12 日报道
说，在从南美国家哥伦比亚返
回意大利罗马时，教皇方济各
的飞机正好从遭受“艾尔玛”袭
击的加勒比地区上空经过，而
意大利最近也经历反常天气，
遭到暴雨袭击。
教皇方济各说，那些“否认

气候变化的人应该去问科学
家”。他说现在科学界已“清晰
准确”地说明，人类活动和“正
在发生的危机”有联系，每个人
都或大或小要负一些道义责
任。他还表示气候变化可是个
严 重 的 问 题 ，我 们 不 能 开 玩
笑。教皇还意味深长地表示，
“人类是愚蠢的”，
“如果他们不
愿 看 到 某 些 事 实 ，那 就 看 不
到。”
虽然一直没有提特朗普的
名字，但美国媒体在报道时，多
认为教皇的这番言论实际上表
达了对特朗普政府对政策的担
忧。
“雅虎新闻”的报道还提
到，在今年五月底特朗普访问
梵蒂冈与教皇方济各会面时，
教皇方济各向他赠送了自己在
2015 年重点谈及气候变化以
及环境问题的讲道书，意思就
是想规劝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
题上
“更加科学”。
不过特朗普并没有接受他
的规劝，美国《国会山》当时还
称那是历史上美国总统和罗马
教皇之间“最尴尬的见面”。特
朗普回国后更是退出巴黎气候
协定，令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但
也无可奈何。
如今舆论想借飓风之力，
再提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
而教皇似乎也有意借飓风造成
的灾难，提醒像特朗普这样“怀
疑气候变化的人”，去问一问科
学家。不过以特朗普的个性和
他的政策轨迹，估计这些舆论
的作用不会很大，因为白宫的
态度就是，
“ 不知道”气候变化
和飓风来袭之间的关系。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美国会通过决议
敦促特朗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
院 11 日 和 12 日 先 后 通 过 决
议，敦促总统特朗普谴责支
持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白
人至上主义的仇恨团体。
这份决议由弗吉尼亚州
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协
商起草，在参众两院获得一
致通过，并已送交白宫等待
特朗普签署。
决议呼吁特朗普“公开
发声反对支持种族主义、极
端主义、仇外主义、反犹主
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仇恨团
体”，并“运用总统和总统内
阁的所有可用资源，遏制这
些仇恨团体在美国的势力扩
张”。
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
员还在决议中呼吁美国司法
部长塞申斯“彻底调查白人
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
者、新纳粹、三 K 党和相关团
体进行的所有暴力、恐吓和

本土恐怖主义行动”。
今年 8 月 12 日，多个白
人至上主义团体在弗吉尼亚
州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并
与抗议他们的人群发生冲
突。骚乱中，罕见地出现大
量纳粹和三 K 党标识，示威者
喊着右翼和反犹口号。当天
下午，20 岁青年詹姆斯·菲尔
茨驾车冲撞抗议极右集会的
人群，造成多人死伤。这场
骚乱震动全美。骚乱发生
后，特朗普称白人至上主义
者、新纳粹分子和三 K 党等极
右翼集会者和抗议他们的人
群“双方有责”，引发美国民
主、共和两党和社会各界广
泛批评。
决议认为，这一骚乱事
件的性质是“本土恐怖袭
击”。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党
国会议员期望通过这份协
议，确保特朗普更加有力地
谴责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