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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立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

10124492001账号440220500910
0223395遗失作废。

●成都远山长信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483

172、范帅宾法人章编号51010094
83174遗失作废。

当地时间20日，加拿大分散
在六个不同时区的2700万合法注
册选民陆续开始投票，选举新一
届众议院的338名议员。这次立法
选举比原定日期提前了两年举
行，现任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希望
借此走出目前的“少数政府执政
困局”。

据外媒最新报道，当地时间21
日凌晨，在与主要竞争对手、加拿
大保守党领袖埃林·奥图尔进行了
36天激烈的竞争之后，特鲁多所率
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已确定获胜。
但自由党所获席位没有过半，特鲁
多未能实现其通过大选改变少数
政府执政局面的预期。

而这也意味着，要通过任何法
律，他仍将必须赢得反对派成员的
支持。有分析认为，至少在理论上，
其政党对权力的不稳定控制使特
鲁多政府很容易被议会推翻。

据悉，加拿大议会众议院拥
有338个席位，任何政党获得170
个以上的席位将获得单独组阁
权，也就是多数政府，否则就只能
联合其他党组成少数政府。

2019年10月，特鲁多率领联
邦自由党在加拿大第43届众议院
选举中虽然胜选，但丧失了过去4
年的多数政府地位，只能组建少
数政府，通过立法需依靠其他政
党的支持。特鲁多于今年8月15日
向总督玛丽·西蒙提请解散国会
并获准，从而提前启动大选，意图
改变已维持近两年的少数政府执

政状态。特鲁多为此次大选设定
的竞选期为法律规定的最短期限
36天。

根据加拿大法律，联邦众议
院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赢得众议
院多数席位的政党将成为执政
党，该党领袖出任总理。按正常程
序，下一届大选应在2023年10月
举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
点，投票结果显示，自由党赢得
157个席位，而保守党赢得122个
席位，剩余席位将由新民主党和
魁北克人党占据。

虽然已确定获得第三次连任，
但特鲁多未能实现其通过大选改
变少数政府执政局面的预期。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
授丹尼尔·贝兰德分析道：“基本
上，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因为新的
少数政府议会和以前的议会一
样。特鲁多和自由党保住了自己
的面子并将继续执政，但许多加
拿大人不想要这个夏末的‘大流
行选举’，他们可能不会对整体形
势感到高兴。”

民意调查员蒂姆·鲍尔斯也
曾预测特鲁多的自由党将赢得胜
利，但无法赢得多数席位。投票结
果明确后，他表示：“这对他（特鲁
多）来说是一场胜利吗？”

这也是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在
20日晚的演讲中强调的一点：“今
晚加拿大人没有给特鲁多先生他
想要的多数授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有关美英两国将支持澳大利亚
建核潜艇一事，前往纽约参加第76
届联合国大会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20日再次予以谴责。目前，对于此
事，各方还有哪些更多的反应？
法国表态依然强硬
外交谈判仍在继续

20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纽约
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认为美国的这
种行为是一种单边主义，是和特朗
普一脉相承的、美国优先的行为。他
呼吁欧洲就盟友之间信任破裂这个
问题展开反思。

从20日到24日是第76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时间，也是各国
外交力量谈判和斡旋的时间。从目
前的形势看，很明显欧洲已经接过
法国的部分工作，开始了一些谈判
和沟通工作。20日，欧委会主席和欧
洲理事会主席纷纷发声支持法国，
要求美英澳作出澄清，同时欧盟外
交事务高级别代表博雷利会见了澳
大利亚外长佩恩，他表示希望三国
澄清成立联盟以及排除欧盟的原
因。同时欧盟27国外长在纽约还举
行了特别会议讨论此事。欧洲正在
自己的内部就此事达成一种默契，
并开始和美英澳三方的沟通。但是
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暂时不可知。
美英澳新的伙伴关系
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
认为美英澳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地区军备竞
赛。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18日发表声
明说，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
在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电话时表
示，作为东盟国家，马来西亚支持东盟
地区作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他敦促
各方避免挑衅和地区军备竞赛。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17日发表声
明说，印尼对地区军备竞赛和军力
展示的增长表示深度担忧。印尼方
面呼吁澳大利亚承诺继续履行核不
扩散的各项义务，强调需要维护地
区和平与稳定并尊重国际法。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受冲突和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
人道主义形势日趋严峻。据联合国统计，
叙利亚目前约有1340万人需要援助；黎巴
嫩的贫困人口过去一年急剧增加，目前该
国74%的人口已陷入贫困；在海地，一场
毁灭性的地震造成超过2200人死亡，数十
万人流离失所；也门的人道主义需求继续
上升，该国正遭受6年多持续不断的冲突，
洪水和蝗灾使情形变得更加严峻。

与此同时，阿富汗局势突变也给国际
人道主义援助带来更大挑战。古特雷斯表
示，在经历几十年的战争、苦难和不安全
之后，阿富汗人民可能正面临“最危险的
时刻”。联合国大家庭以及整个人道主义
系统正在为阿富汗人民提供粮食、挽救生
命的干预措施和基本卫生保健。

此外，5月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
机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至少1.55亿人
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达到过去五年
最高水平。国际社会希望看到更多国家能
以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为契机，参与人道
主义援助事业，尊重所有人权利。

据新华社

据外媒报道，上周五，数十只
濒临灭绝的非洲企鹅被一群蜜蜂
杀死。生活在非洲南部海岸和岛
屿的非洲企鹅，在2010年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这意味着它们面临着很
高的灭绝风险。

据 南 非 国 家 公 园（SAN-
Parks）的一份声明，上周五，63只
非洲企鹅在开普敦附近的西蒙斯
敦一个栖息地被发现死亡。

声明称，“死亡事件发生在周
四下午到周五上午的某个时间”，
专家已经开始调查死亡原因。南
非海岸鸟类保护基金会和开普敦
市协助对死亡的企鹅进行了毒理
实验和尸检，发现每只企鹅身上
都有多处蜇痕，别无其他外伤。

南非国家公园表示，初步调
查表明，这些企鹅是被开普敦地
区的海角蜜蜂蜇死的。海角蜜蜂
中的工蜂会入侵其他蜜蜂领地，
并强行奴役它们帮助喂养自己
的幼虫，这一特殊的生存方式导
致每年约10%的南非本地蜂被其
杀死。

上周日，南非海岸鸟类保护
基金会的兽医大卫·罗伯茨告诉
媒体，在企鹅的眼睛周围发现了
蜜蜂叮咬。“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我们希望这只是偶然。”他说，

“（非洲）企鹅不能就这样死去，因
为它们已经面临灭绝的危险。它
们是受保护的物种。”

南非国家公园海洋生物学家
艾莉森·科克表示，目前现场没有
发现更多非洲企鹅的尸体，“我们
将继续监测情况。”

非洲企鹅原产于南非和纳米
比亚海岸。它们是体型较小的企
鹅之一，以不规则的斑纹和响亮
的声音而闻名。

工业革命以来，非洲企鹅面
临着与当地渔业竞争导致的食物
短缺，而海洋温度升高导致鱼类
远离正常活动范围，也成为该物
种的生存考验。特别是近一个世
纪，非洲企鹅的数量已经从100多
万只降至5.5万只。甚至还有科学
家预测，非洲企鹅将于2026年彻
底灭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
贝恩德·朗格21日说，预计澳大利亚
毁约事件会影响欧洲联盟与澳方的
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进度，因为澳方的
信用受到质疑。

“信任在消失。”朗格告诉澳大利
亚广播公司，谈判关乎澳方对待协议
的“严肃度和可信度”，因此欧盟内部
开始讨论如何对待接下来的谈判。朗
格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出现
了信任问题，一些成员可能会要求在
这样的协议中设立更多安全网和更
多保障措施，因此我猜对话和谈判将
需要更多时间。”

他预计，对话和谈判将耗时更
长，协议不会在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
签署。

法国政府分管欧洲事务的国务
秘书克莱芒·博纳17日谈及欧盟与澳
大利亚的自贸谈判时说，法国已经无
法信任澳方。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日宣
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
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

艇，而澳方决定中止与法方价值数
百亿美元的常规潜艇协议。法方把
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三方的举动
称为“背后捅刀”。法国外交部长让-
伊夫·勒德里昂曾以“谎言、两面三
刀、背信弃义和目中无人”描述这三
个盟友的举动。

勒德里昂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
合国大会。他20日说，法国与盟友之
间出现“信任危机”，他取消了与澳大
利亚外长在纽约会晤的计划，也不打
算与美国国务卿专门会晤，可能会

“在走廊碰到他”。
法方先前还取消了法英国防部

长之间预订本周举行的会晤。
勒德里昂说：“我们以为单边主

义、不可预测、粗暴和不尊重伙伴（的
做法）已经过去了，但现在仍是这
样。”

勒德里昂希望争取欧洲国家支
持法国立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欧盟
国家外长20日在纽约开会，讨论毁约
事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何塞普·博雷利说，与会外长明确表

达了对法方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当天告诉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法国的遭遇“不可接
受”，“我们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及
为什么这样”。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强
调，盟友之间必须确保“透明和信
任”，但“我们看到，透明和忠诚明显
缺失”。

按照米歇尔的说法，美国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对待欧洲国家的态度

“至少很明显……在他看来，欧盟不
是有用的伙伴和盟友”。拜登政府发
出“美国回来了”的信号，现在却做出
这种举动，让他感到困惑。

“‘美国回来了’——这是什么意
思？是美国回到美国了吗，还是别的
什么地方？我们不懂。”他说。

美国和欧盟高级官员原定本
月晚些时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出席新近成立的欧盟-美国贸易和
技术委员会首次会议。不过，米歇
尔透露，一些欧盟成员已经要求推
迟会期。

第76届联大辩论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
成重要议题

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一座火
山19日下午开始喷发，约5000人
被紧急疏散。西班牙首相佩德
罗·桑切斯19日抵达加那利群
岛，定于20日晚些时候前往受灾
地区视察。

喷发的火山名为老昆布雷，
位于加那利群岛西北部的拉帕尔
马岛上。现场照片显示，火山口喷
出橙色岩浆，冒出滚滚浓烟。

上周以来，老昆布雷火山周
边发生数千次微型地震，这是火
山喷发的典型前兆。当地政府为
此不断调高预警级别，警告人们
远离火山。

拉帕尔马岛有大约8万名居
民。目前当地已经疏散约5000人，
包括约500名游客。大部分游客居
住在同一家度假村，他们已被渡
船送至加那利群岛中面积最大的
特内里费岛。

当地官员安赫尔·托雷斯说，
据专家估计，此次火山喷发流出
1700万至2000万立方米岩浆。

截至20日上午，共有约百座
房屋被毁。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
告。民航部门说，火山喷发没有影
响群岛周边能见度。当地航空运
营商一度取消4架航班，将于20日

晚些时候恢复运营。
加那利群岛火山研究所说，

岩浆正以每小时700米的速度移
动，温度高达1000摄氏度。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临时推迟
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
行程，于19日抵达拉帕尔马岛。他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各应急
部门已做好准备，将协同作业。”

加那利群岛位于大西洋，靠
近非洲大陆，以火山闻名。西班牙
最高峰泰德峰海拔3700多米，是
特内里费岛的一座活火山。

西班牙旅游大臣雷耶丝·马
罗托·伊列拉告诉媒体，火山喷发
正是宣传旅游的好机会。“群岛目
前是开放的，如果你的酒店受（火
山喷发）影响，那么我们会给你找
一家新酒店。应该抓住机会一睹
大自然为我们呈现的奇观。”

火山学家内梅西奥·佩雷斯
说，此次火山喷发可能持续数周，
只要人们别太冒失，不前往危险
地带，这次喷发不太可能造成人
员伤亡。

加那利群岛上次火山喷发是
在1971年。当时一名男子拍摄岩
浆时因为靠得太近不幸遇难。

据新华社

第 76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
21日在美国纽约联合
国总部拉开帷幕。作为
国际多边外交的一大
舞台，每年的联大一般
性辩论都广受关注。

观察人士认为，
新冠疫情、可持续复
苏、气候变化和人道主
义形势等话题将成为
此次一般性辩论的重
点议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16日发布的今年联合国年度工
作报告中指出，新冠疫情是过
去一年中的压倒性议题。这场
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全球共
同面对的最大挑战。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已在
全球范围内造成超过460万例
死亡病例。为了携手应对这场
全球性挑战，加快疫苗分配成
为当务之急。但据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最新发布的年
度《目标守卫者报告》，虽然新
冠疫苗研发和部署的速度前所
未有，但全球并未从疫苗研发
中平等受益。全球超过80%的
新冠疫苗被用于为高收入和中
高收入国家民众接种。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许多
国家经济萎靡不振。面对世界
经济仍然复杂严峻的形势，如
何规避疫情导致的各类衍生风
险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致力于消除贫困和饥饿、维护公
平正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然而，
7月发布的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努力受到新冠疫情的
不同程度冲击，某些领域数年来的
进步化为乌有。

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极端贫
困率出现20多年来的首次上升。
2020年全球共有1.19亿至1.24亿人
重新回到极端贫困状态。如果现在
的趋势得不到改变，2030年全球贫
困率预计将为7%，无法达到2030年
消除贫困的目标。

古特雷斯在第76届联大开幕
讲话中说，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可
持续发展目标就已经“偏离了轨
道”，受疫情影响，这些目标变得更
加遥不可及。第75届联大主席博兹
克尔警告说，如不立即采取行动，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很
可能要落空”。

应对气候变化始终是古特雷
斯上任以来的工作重心。多个联合
国机构与合作伙伴16日发布的

《2021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说，全
球气温上升正推动世界各地发生
毁灭性的极端天气，对经济和社会
产生了螺旋式影响；过去5年的全
球平均气温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未
来5年，温度暂时突破高出工业化
前水平1.5摄氏度阈值的可能性将
越来越大。

古特雷斯指出，时间已所剩
无几。他呼吁以11月在英国格拉
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为转折点，力争到2030年
将全球碳排放总量减少至2010年
的55%。

在往年的一般性辩论中，地势
低洼国家以及一些岛国领导人频频
呼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气候行
动。在今年的一般性辩论中，预计更
多国家将积极发声，加入到应对气
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中。

积极应对
新冠疫情

亟待落实
可持续复苏

迫在眉睫
气候变化

日趋严峻
人道主义形势

美英助澳造核潜艇后续

欧澳自贸协议生变数？

信任没了
就什么都不好谈了

多国担忧
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

加拿大大选特鲁多赢了
但未能改变“少数政府执政困局”

西班牙海岛火山时隔50年再喷发

南非63只濒危非洲企鹅被蜇死
“凶手”竟是蜜蜂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于21日开幕，多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将来参会，联合国总部周边安保升级 新华社发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喷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