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委编委：：黄涵琦黄涵琦 编辑编辑：：甘永康甘永康 蒋建波蒋建波

美编美编：：张静雯张静雯 校对校对：：蒋建波蒋建波 一读一读：：张志君张志君4 2021年9月8日 星期三
国际·体育

社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邮编∶010020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采访中心：6564041 广告中心：6564079 6564060 印刷厂：6922934 发行中心：6922639 本报由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大千世界大千世界

呼和浩特供电局停电时间更改通知
●原计划 9月 28日 8:30-17:00 西郊变 913清源线 停电涉及的主要用户：前

八里庄、新亚德钢材市场、仁和房地产、盛世华庭、污水厂、范家营、实验幼儿园、大库
伦村、湿地公园等用户的停电时间因故更改为 ：9月17日8:30-17:00停电

●提示：1、凡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必须高度重视安全，严禁向停电的检修线
路倒送电。

2、工作结束后有可能提前送电,严禁未办理工作票擅自检修线路设备。
3、如遇恶劣气候，停电日期另行安排。 咨询电话：95598

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9台压力容器使用登记手续和 4
套压力管道登记手续。登记证号分别是：容 17 蒙 AL00882(21)、容 17 蒙
AL00883（21）、容 17 蒙 AL00884（21）、容 17 蒙 AL00885（21）、容 17 蒙
AL00886（21）、容 17 蒙 AL00887（21）、容 15 蒙 AL00888（21）、容 15 蒙
AL00889（21）、容 15 蒙 AL00890（21）；管 32 蒙 AL00076（21）、管 32 蒙
AL00075（21）、管32蒙AL00074（21）、管32蒙AL00073（21），声明作废。

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遗失声明

距离 9月 26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
只剩约3周时间，“舆观”民意调查公司
日前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德国社会民
主党（社民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以较
大优势领先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

分析人士指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
奥拉夫·肖尔茨的个人表现是促使该党
支持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社民党的崛
起也给德国各政党的合纵连横带来新
的可能性。

社民党支持率蹿升
上述民调显示，社民党支持率为

25%，较上月上升7个百分点，超出联盟
党5个百分点。

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此前曾长期
低迷。2017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社民
党获得 20.5%的选票，此后其支持率一
直走低，原因是该党与联盟党联合组阁
后，政策主张与联盟党趋同，丧失了自
身特色，让选民失望。2019年，社民党
在图林根、萨克森、勃兰登堡等州的地
方选举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中均失利。
今年5月初，社民党民调支持率一度跌
至14%。

然而 8月以来，社民党支持率快速
提升，不仅追上此前势头很猛的绿党，
现在还超过了支持率长期居首位的联
盟党，人气回升之快令人瞠目。

肖尔茨在各党总理候选人中的优
势更是明显。“舆观”民调公司最新调查
结果显示，假设德国总理为直接选举，
肖尔茨得票率为27%，远高于绿党候选
人安娜莱娜·贝尔伯克的 9%和联盟党
候选人阿明·拉舍特的8%。

肖尔茨表现加分
分析人士指出，社民党现阶段支持

率快速攀升与肖尔茨的个人表现有较
大关系。

德国近两年来经历多场危机，肖尔
茨作为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某
种意义上扮演了“救火队员”的角色。
欧洲新冠疫情下，肖尔茨参与制定了欧
盟 75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方案，为德
国拟订了 1300 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
案，将失业率控制在低位。今年7月中
旬德国中部发生洪灾后，肖尔茨在短时
间内向政府提交援助方案，涉及4亿欧
元援助款。这些举措均收获不少选民

支持。
一些德国媒体还捕捉到肖尔茨的

语言风格和肢体动作，包括他经常使用
默克尔的“菱形手势”，即双手指尖相触
放在身体前方。有分析称，肖尔茨意图
打造“默克尔 2.0”的形象，以获得不少
希望“保持现状”选民的支持。

相较肖尔茨，拉舍特和贝尔伯克则
表现欠佳。前者 7月在考察洪灾现场
时不顾场合放声谈笑，后者在选战伊始
就卷入学历造假、著书抄袭等风波。竞
争对手的这些表现更是让肖尔茨显得

“靠谱”。
在 8月底举行的“总理候选人三人

对决”电视辩论会上，肖尔茨表现沉
稳。会后福沙舆论调查所民调显示，
47%的民众信任肖尔茨，24%的人信任
拉舍特，贝尔伯克的信任度为20%。

选战不确定性增加
目前在德国联邦议院拥有席位的

政党分别是联盟党、社民党、德国选择
党、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左翼党和绿
党。按照选举规则，在联邦议院选举中
得票率最高的政党拥有优先组阁权。

社民党支持率蹿升使选后组阁有了更
多可能的组合方式。

此前联盟党民调结果占优时，联盟
党、绿党与自民党最有可能形成执政联
盟，三党支持率相加过半。这三个政党
的代表色分别为黑、绿、黄，正是牙买加
国旗的三色，因此这三个政党被称为

“牙买加组合”。
而按照当下民调结果，社民党可能

掌握组阁主导权。社民党、绿党、自民
党支持率相加超过半数，代表色分别为
红、绿、黄，被称为“红绿灯组合”。另
外，社民党、左翼党、绿党支持率相加也
接近半数，按代表色又成为“红红绿组
合”。

距离联邦议院选举仅剩三周，当前
选战呈现胶着状态。德国民调专家斯
特凡·格鲁内瓦尔德评价，德国选民从
未如此犹豫。他说，社民党目前的民调
表现能否最终体现在选票上还难说，因
为选民信任肖尔茨，却不信任社民党模
糊的政策主张。

（新华社柏林 9 月 6 日电 记者张
远）

社民党支持率反超 德国大选再添变数 新华社加德满都9月6日电（记
者易爱军 周盛平）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 6日说，目前新冠疫情在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世
界各国应携手合作，确保不再出现如
此规模的大流行病。

为期5天的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委
员会第 74次会议当天以线上方式开
幕。会议由尼泊尔主持，来自尼泊尔、孟
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等
11国的卫生部门官员，以及联合国机
构、合作伙伴、民间社会代表等参加。

谭德塞在开幕式上说，尽管最近
东南亚区域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
例有所减少，但世界各地情况不一，
新冠病毒大流行继续对生命、生计、

社会和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他表示，
世界各国应携手合作，以确保不再出
现如此规模的大流行病。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主任普娜
姆·凯特拉帕尔·辛格表示，新冠疫情
给卫生系统造成巨大损失，导致医疗
服务中断，医护人员精疲力竭。她强
调提升医疗行业能力的重要性。

尼泊尔总理德乌帕在致辞中表
示，向偏远地区民众提供卫生保健服
务应当成为人们关注的头等大事。

与会各国卫生部门官员表示，应
就全球范围提供卫生保健并建立医
疗体系问题作出更大承诺，重视向东
南亚区域提供新冠疫苗、药品、设备
和技术的重要性。

欧洲药管局着手评估辉瑞疫苗加强针

新华社纽约9月6日电 6日，美国
网球公开赛继续展开第四轮比赛争
夺，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焦科维奇耗时2
小时58分钟，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
1∶6、6∶3、6∶2、6∶2逆转战胜本土黑马
选手布鲁克斯比，晋级八强。在女双
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与澳大利亚
选手斯托瑟搭档，战胜日本组合青山
修子/柴原瑛菜晋级八强。

当日比赛，焦科维奇的对手是现
世界排名第99位的本土外卡选手布鲁
克斯比。首盘比赛，焦科维奇进入状
态较慢，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被
对手破发，一度 0∶3落后，第 4局焦科
维奇保发，这是他首盘获得的唯一一
局胜利，布鲁克斯比很快以 6∶1速胜。
随后的三盘比赛，双方一度陷入苦战，
比分胶着，但实力更胜一筹的焦科维
奇在关键分上抓住机会，最终连扳三
盘，3∶1晋级。下一轮他的对手将是意

大利球员贝雷蒂尼。
在另一场比赛中，4号种子德国选

手兹维列夫直落三盘战胜意大利选手
辛纳，下一轮他将与南非选手哈里斯
争夺一个半决赛席位。

女单赛场，上一轮淘汰头号种子
巴蒂的英国资格赛选手拉杜卡努延续
良好状态，本轮她的对手是本土球员
罗杰斯，在首盘 0∶2落后的情况下，拉
杜卡努连赢 11局，最终以 6∶2、6∶1获
胜，下一轮她将与瑞士名将本西奇隔
网相对。后者在本轮比赛中，直落两
盘战胜7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

在女双赛场，中国“金花”张帅与
斯托瑟搭档，面对赛会 3号种子，日本
组合青山修子/柴原瑛菜。比赛中，张
帅与斯托瑟发挥出色，直落两盘，以两
个7∶5获胜晋级女双八强，下一轮她们
将遭遇赛会 10号种子多勒海德/桑德
斯的跨国组合。

焦科维奇逆转晋级张帅组合挺进女双八强

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克里
斯·希普金斯 7日说，新西兰“非常接
近”谈妥一份协议，将借此获得更多
新冠疫苗。

希普金斯接受新西兰新闻谈话
ZB电台采访时说，新西兰政府在同多
个国家磋商，相关协议可望本周公布。

“我们非常、非常接近（达成一
致），”希普金斯说，“接下来的24至48
小时内应该就能敲定。”

新西兰人口大约 500 万，大约
30%的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按
照路透社的说法，这一接种速度在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处于垫
底水平。

就在上周，澳大利亚政府与英国、
新加坡达成新冠疫苗交换协议，先使
用两国提供的大约450万剂辉瑞疫苗，
等到本国疫苗订单到货后再“返还”。

因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传
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均遭遇新一波

疫情冲击。
8月 17日，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

兰时隔半年再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
全国随即“封城”，实施最严格的防疫
响应措施。此后，新西兰单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不断增加，8月 29日达到
峰值 85例，而后逐步下降。新西兰 9
月 6日和 7日分别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0例和21例。

眼下，奥克兰仍处在最高等级的
四级防疫响应，其他地区为三级响应。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6日
宣布，奥克兰以外地区新冠防疫响应
级别自7日23时59分起降至二级，但
本次二级响应措施比以前的二级更为
严格，包括室内活动场所聚集不得超
过50人、户外活动场所聚集不得超过
100人和在室内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

自 8月 17日以来，新西兰累计确
诊病例超过 800例，绝大部分病例在
奥克兰。 （新华社电 陈立希）

欧洲药品管理局6日说，已开始评
估是否有必要给年满16岁人群接种辉
瑞新冠疫苗加强针，结果预计于数周内
公布。

欧洲药管局在声明中说，药管局
专家现阶段正“加速评估”研发这款疫
苗的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提交的数据，数据涉及一项仍在进行的
临床试验。在这项试验中，大约300名
健康成年人在接种完第二剂辉瑞疫苗
约6个月后接种了第三剂。

欧洲药管局上周说，尚未发现对

普通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任何
迫切理由，而对新数据的分析将有助于
进一步评估。

按照欧洲药管局说法，在它提出正
式建议前，欧洲联盟成员国的卫生部门
可以决定是否支持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另外，欧洲药管局现阶段也在着
手评估免疫系统严重受损人群接种第
三剂信使核糖核酸新冠疫苗的数据。
声明说，这一人群如果接种完两剂疫苗
后仍未获得足够保护力，可能需要再接
种一剂。 （新华社电 王鑫方）

美国海岸警卫队 6日说，飓风“艾
达”过后，美国墨西哥湾及沿岸报告了
近350起石油泄漏事件，眼下正开展调
查。

路透社报道，海岸警卫队在路易斯
安那州海岸附近上空巡逻，查看石油泄
漏情况，向负责清理工作的联邦、州和
地方政府提供信息。

路易斯安那州环境质量部门说，正
与海岸警卫队和美国环境保护局合作，
要求相关企业采取措施阻止石油泄漏
并清理泄漏的石油。

其中一起漏油事件发生在路易斯
安那州福雄港西南部的马尚德湾。海

岸警卫队发言人约翰·爱德华兹说，石
油泄漏源头尚不明确。由海岸警卫队
牵头的小组“将研究所有潜在源头，以
确保减轻日后风险”。

海上石油生产商塔洛斯能源公司
雇用潜水员和清理人员应对漏油事
件。这家企业说，旧管道在飓风中受
损，导致漏油。

按塔洛斯发言人的说法，这家能源
企业四年前已停止在事发地区生产运
营，并非漏油管道所有者。福雄港上周
首次发现石油泄漏，目前漏油量已大幅
减少。

美国海岸警卫队说，距马尚德湾约

8公里的一处海上油井漏油，油井属于
石油和天然气企业S2能源。这家企业
随后告诉海岸警卫队，已确保井口安
全，不再漏油。

飓风“艾达”8月 29日在美国南部
路易斯安那州登陆，向东北方向移动，
是美国墨西哥湾地区有史以来最强飓
风之一。数十人在洪灾及关联事故中
丧生。

据路透社报道，截至 9 月 6 日，遭
“艾达”侵袭地区 88%的海上采油作业
仍然暂停，100多个钻井平台闲置。

美国墨西哥湾坐落着大片化工业
区，这里飓风多发。

2010 年 4 月 20 日，英国石油公司
租赁的“深水地平线”海上钻井平台在
墨西哥湾水域发生爆炸并沉没，造成
11名工作人员死亡，其开采的马孔多
油井大量漏油，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
的原油泄漏事故。

2017年，飓风“哈维”来袭后，得克
萨斯州休斯敦地区一家化工厂发生爆
炸。其他工厂也有化学品泄漏、油罐漏
油、管道泄漏的报告。业内人士当时
说，“哈维”暴露了得州化工业安全生产
和应灾能力的短板，也暴露了监管部门
的漏洞。、

（新华社电 刘曦）

飓风“艾达”过后 美国墨西哥湾报告数百起漏油事件

9月5日，一艘小船驶出法国马赛老港。
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历史悠久，景色秀丽，气候宜人，依山傍海，水深港阔，地理位置优越。著名的《马赛曲》为法国国歌。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视察马赛时承诺将投入数十亿欧元，把马赛建设为“世界级城市”。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法国马赛：地中海名城的别样风情

因违反防疫规定导致他人感
染新冠病毒，越南一名男子 6日
获判5年监禁。

路透社以越南当地媒体为消
息源报道，金瓯省人民法院 6日
在为期一天的审判中判决现年
28岁的黎文池（音译）犯有传播
危险传染病罪。他7月从胡志明
市返回家乡金瓯省后“违反必须
居家隔离21天的规定”，导致8人
感染病毒，其中1人“治疗一个月
后”于8月7日死亡。

法新社援引金瓯省人民法院
网站内容报道，黎文池7月7日新
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越南先前还有两人因相同罪
名分别获判18个月和2年监禁。

越南今年4月底出现新一波
新冠疫情，目前形势未见明显好
转。作为当前越南最大疫情中
心，胡志明市8月中旬宣布将正在
实施的包括限制市民出行、保持
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延长至9月
15日。

（新华社电 王鑫方）

违反防疫规定
越南一男子获判5年监禁

谭德塞：新冠疫情各地情况不一世界应携手合作

中东首家完全自动结账超市在迪拜开业
中东地区首家完全自动结账的

超市6日在阿联酋迪拜开门迎客。顾
客选好商品后可直接离店，手机应用
系统在后台自动扣款。

据美联社报道，这家超市开在迪
拜一座购物中心内，乍一看与普通便
利店无异。实际上，店内有一套精密
系统，消费者须先在手机上下载相关
应用程序，才能凭二维码进店；安装在
天花板上的近百个探头可监测顾客活
动，监控货架的非接触式感应器可监
测是否有商品离开货架。顾客选好商
品离店5分钟后，手机就会收到账单。

这家实验性超市被命名为“家乐福
城市+”。家乐福公司中东地区零售代理

商负责人哈尼·魏斯说：“这就是未来超
市的样子。我们对未来的实体店有信
心，但我们认为（购物）体验会有变化。”

依照魏斯的说法，世界各地的主
要零售企业正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降低用工成本、收集顾客消费习惯等
关键数据，以便“带给人们更好的消
费体验”。不过，他强调，商家须得到
消费者授权才能收集相关数据，且承
诺这些数据不会被共享。

新冠疫情之下，一些零售商增加
对自动化技术的投资。魏斯认为，至
少短期内不会有人因此失业，因为零
售商仍需要人手提供客户支持以及
管理设备。 （新华社电 乔颖）

盼更多疫苗新西兰“接近”谈妥协议

9月7日，韩国队球员权昶勋（左）与黎巴嫩队球员萨阿德拼抢。
当日，在韩国水原市举行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2轮比

赛中，韩国队以1比0战胜黎巴嫩队。 ■ 新华社/法新

足球——世预赛：韩国胜黎巴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