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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将迎来测试赛和测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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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多国提出举措应对能源涨价

联合国官员期待COP15第一阶段会议
形成“清晰方向”美塔谈判成果有限 未来面临多重困难

新西兰
城堡山巨石奇观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选举委员会选民登记通告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攸攸板镇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已进入选民登记工作阶段。为了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回民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攸攸板镇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选举日为2021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五日，星期五）。凡居住在回
民区辖区内的 2003年 11月 19日 24时以前出生的我国公民，除依法被剥夺
政治权利者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要依法进行选民登记。人户分离
并居住在回民区的选民，应到其户籍所在地登记。

二、选民登记工作采取登记选民和选民登记相结合办理登记。居民、农
民和个体工商业者，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三、凡驻在回民区辖区内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区级人民武装部人员和在校学生，在单位所在地登记。

四、离、退休人员可以在户口所在地或者原工作单位所在地登记。
五、选民实际上已迁居外地，但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户籍所在地出

具的选民资格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或工作地登记。
六、凡外地来回民区辖区内工作、学习、培训、就医、探亲、务工、经商等

人员，如本人要求就地参加选举的，可在取得原户籍所在地选民资格证明
后，到所在选区选民登记站进行登记。

七、本次选举各选区设立选民登记站。应登记的选民逾期不登记者，则视为
自动放弃选民资格。流动人口中的选民，取得原居住地证明后，在2021年11月
18日前到指定选民登记站自行登记，过期不登记者，视为自动放弃选民资格。

八、有关选民登记的具体事宜，可直接与所在单位或选区进行联系。
攸攸板镇和各街道办事处选举工作组有关选民登记事宜的咨询电话：

攸 攸 板 镇:3253251；海 西 路 街 道 办 事 处:3450809；光 明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3979137；新华西路街道办事处:6390539；钢铁路街道办事处:3994016；环河
街街道办事处:6362500；通道街街道办事处: 6391716；中山西路街道办事处:
6676497。

特此通告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选举委员会

2021年10月12日

由阿富汗塔利班主导的阿临时政
府与美国政府代表 9日和 10日在卡塔
尔首都多哈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谈判，这
是自美军8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美塔双
方首次直接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美塔举行此次谈判
是出于各自需求，虽然双方谈判后的表
态相对积极，但实质性成果有限。由于
双方缺乏互信，今后谈判要取得实际进
展还面临诸多困难。

各有所需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10日晚

发表声明说，美方在会晤中重点涉及了
安全、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以及美国
等外国公民和此前与美方合作的阿富
汗人的安全通行问题。双方还讨论了
美国直接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事项。阿临时政府外交部也表示，
美方称将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并为其他人道组织运送援助物资提供

便利，阿临时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塔利班能够顺

利举行此次谈判，并且有关公开表态都相
对积极，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双方各有所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
副所长王世达说，塔利班要解决目前面
临的诸多问题都绕不开美国。比如国
际承认问题，如果没有美国带头，很多
西方国家不会承认塔利班政权；塔利班
目前还在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上，美
国冻结了阿富汗的海外资产。与此同
时，美国目前对塔利班方面也有诉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恐，而且美国从阿
富汗安全撤出本国及其他国家人员也
离不开塔利班的合作。

美国与塔利班曾在多哈进行多次
谈判。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
朱永彪认为，此次谈判是美国与塔利班
此前在多哈对话并于去年 2月签署“和
平协议”的延续。这次会谈的意义在

于，美塔在阿富汗政局发生变动后有了
首次正式接触。

困难重重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和塔利班

会谈后表态积极，但并不意味着会谈取
得了实质性进展，未来在美方解除制
裁、承认塔利班政权以及双方反恐合作
等问题上都存在很多困难。卡塔尔半
岛电视台此前的报道也认为，美国和塔
利班的要价存在相当大的“鸿沟”。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方在谈判
中拒绝了塔利班提出的解冻数十亿美
元资产的要求。朱永彪指出，美国在解
冻阿富汗海外资产方面立场比较强硬，
可能将视塔利班履行对美安全承诺的
情况确定对此事的态度。

在承认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方
面，这次谈判也没有取得成果。美国已明
确表示，此次会谈不是承认塔利班政权的
序曲。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表示，此次

会谈不是关于承认塔利班的。朱永彪说，
在承认塔利班政权问题上，美国面临的国
内外压力较大，在目前情况下，美国不会
带头承认塔利班。王世达认为，美国将把
承认塔利班政权作为筹码，以此向塔利班
施压，迫使其做出让步。

对于美方看重的反恐合作问题，塔
利班的立场也比较强硬。有报道说，塔
利班在谈判期间表示将致力于确保极
端分子不会利用阿富汗土地对其他国
家发动袭击，但塔利班不愿与美国合作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塔利班发
言人沙欣9日说，塔利班有能力“独立应
对”该组织。

朱永彪认为，塔利班并不信任美
国，尤其不信任美国情报机构，担心美
方会趁机扰乱阿富汗局势，所以拒绝与
美国合作打击“伊斯兰国”。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 史
先涛 参与记者：王玉）

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记者 赵建
通、马邦杰、董意行、吉宁）11日，“相约北京”
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北京赛区（海淀）新闻发
布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
心会议中心举行。海淀区相关部门以及首
都体育馆场馆群、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
团队分别介绍筹备及服务保障测试赛、测试
活动相关情况。

据了解，此次“相约北京”赛事海淀区涉
及两个场馆、三项赛事。10月13日至17日，
首都体育馆将举办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10
月21日至24日将举办短道速滑世界杯。11
月7日至10日，五棵松体育中心将举办冰球
国内测试活动。目前，花样滑冰项目测试赛
报名人数 103人，其中运动员 32人，中国运
动员人数为17人；短道速滑测试赛报名人数
395人，其中运动员 248人，中国运动员人数
为16人；冰球项目为国内测试活动，有国内4
支冰球队伍参加。三项赛事各类入境人员
预计494人。

围绕上述三项赛事，海淀区组织辖区科
技创新企业，共同设计、搭建科技防疫、机器
人等多个科技冬奥应用场景，通过科技助力
冬奥。赛场外围布设智慧感知设备，场馆、
酒店入口及接驳车辆安装多验合一数字哨
点，3秒即可通过“防疫卡”完成“扫码打卡”，
每一次出入都将得到健康提醒；赛场入口处

布设大规模测温设备，保障运动员快速入
场；观众入场区域布设智慧出入管理系统，
能够实现快速核验入场，避免人员聚集；智
能测温贴可实现24小时体温管理；气溶胶新
冠病毒监测系统可有效显示场馆、酒店的空
气中是否含有新冠病毒；同时通过科技手
段，加强对涉奥环境消杀，如布设消毒机器
人，在场馆内的空调安装病原体空气消杀系
统，通过无人化手段实现场馆、酒店的自动
消杀。

海淀区体育局局长张彦祥表示，组委会
按照“一场一策”“一馆一策”的要求，不断细
化人员流线，强化闭环管理安排。在住宿服
务保障方面，对标冬奥组委赛时住宿保障要
求，细化人员住宿分配方案，依据场馆闭环
内不同风险程度的人群分类安排酒店集中
居住闭环管理，依据“一店一策”的原则制定
酒店疫情防控措施，严格“酒店+场馆”两点
一线进行闭环管控。

据发布会介绍，海淀区在中关村国际自
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会议中心设立新闻
中心。在“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期
间，将为媒体记者提供海淀赛区相关图片、
视频及文字等新闻素材。海淀区还将为测
试赛、测试活动注册记者提供核酸检测和语
言翻译等志愿服务，协调媒体采访、策划组
织现场新闻发布及相关集体采访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经济参
考报》11日刊登秦天弘综合报道的文章

《欧洲多国提出举措应对能源涨价》。
文章摘要如下：

近期欧洲能源市场拉响供应警报，
天然气、煤炭等紧缺，能源价格上涨幅
度较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
英国等国正计划或实施国家补贴措施，
以减缓成本上升影响。

经历去年寒冬和今年酷暑后，欧洲
能源储备水平降至历史低位。欧洲天
然气基础设施协会数据显示，当前欧洲

区域性天然气库存仅为满负荷水平的
74.7%，为 10多年来最低水平，冬季能
源储备亟待补充。

由于天然气短缺，很多公司转向使
用煤炭，这导致煤炭库存告急、价格上
升。

为了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
政府正努力通过限价、补贴、减税等办
法，尽可能减少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者
及中小企业造成的影响。

希腊政府日前宣布一揽子补贴计
划，以保护希腊家庭免受油、气、电价格

近期飙升影响，减轻民众经济负担。计
划包括将电力补贴金额增加一倍，降低
电费账单中社会费率，对居民用电及天
然气提供折扣等。

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政府此前决
定，在今年年底前下调电费增值税，并
暂时取消能源公司发电税。

法国政府宣布对天然气价格实行
限价，并针对较穷困家庭提供能源补贴
和减免税。意大利政府已拨款数十亿
欧元，作为补贴发放给相关企业，以保
护本国公民免受用电成本上升影响，同

时也保证公共行业正常运转。
英国政府已与几家最大天然气

供应和运营企业举行紧急会谈。英
国商务、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国务大臣
夸西·克沃滕表示，英国拥有多样天
然气供应来源，将尽最大能力满足用
户需求。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表示，
俄气正通过所有管道逐步加大对欧洲
天然气供应量。“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
目运营公司 4 日宣布，已开始为“北
溪-2”天然气管线注气。

10月10日，中国队选手王昶（右）/邸子健在男双比赛中以2比0战
胜塔希提队选手勒福尔/罗西。

当日，在丹麦奥胡斯举行的汤姆斯羽毛球团体赛C组比赛中，中
国队以5比0战胜塔希提队。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这是 10 月 11 日拍摄的位于新
西兰城堡山的巨石阵。

位于新西兰的城堡山以奇兀耸
峭的巨石阵而闻名。这些巨石好似
城堡废墟，簇拥高耸在小山丘上，故
得名城堡山。这是一片世界闻名的
攀岩地点，在好天气时可以看到攀
岩爱好者们在此展示攀岩技能。

■新华社记者 卢怀谦 摄

新华社昆明10月10日电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副执行秘书戴维·库
珀10日在此间说，希望《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
阶段会议形成“清晰方向”，为明年的第
二阶段会议确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谈判文本。

库珀在COP15媒体通气会上说，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前所未
有，这一状况已经威胁到可持续发
展、经济社会繁荣以及人们生计。我
们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与
当前的气候危机以及健康危机等相
互交织，需要未来十年采取必要行动
应对这些危机，实现2030年生态系统
恢复目标。

他呼吁各国领导人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展现“雄心”，增加相关领
域的投资，并在法律法规和激励机制
等方面拿出更多相应措施。因此各
方需要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为未来采取变革性措施提
供路线图。

COP15会议将于 10月 11日至 15
日和 2022 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召开。
第一阶段会议将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召开，第二阶段将以线下会议方式
召开。第一阶段会议要完成除“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外的各
项议题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要在第二阶段会议审议和
决定。

汤姆斯杯小组赛：中国队胜塔希提队

挖墙脚 英国“卡车司机荒”波及公交行业
英国卡车司机短缺问题已持续数

月。这一用工荒如今波及公交行业，
一些公交车司机在高薪诱惑下跳槽开
卡车。

据英国《镜报》10日报道，由于卡
车司机短缺，一些公路货运商开出多
至 7.8万英镑（约合 68.4万元人民币）
的年薪招工，远高于公交司机 3.25万
英镑（28.5万元人民币）的年均收入水
平，一些公交司机因此跳槽，致使部分
主要公交线路人手不足甚至无法运
行。一些公交公司被迫减少发车频
次，以尽量保障主要通勤线路和上学
线路的公交车运行。

英国《太阳报》以业内人士为消息
源报道，司机跳槽致使全英公交司机
短缺，受影响最严重地区包括苏格兰、
英格兰东北部、布里斯托尔市和格洛
斯特郡南部。以英格兰北部的西约克
郡为例，该地区缺少约 250名公交司
机，相当于满编制的十分之一。业内
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现阶段需招募

约 4000名公交司机才能保障全英公
交系统的正常运行。

英国媒体认为，多种原因造成卡
车司机缺口，包括新冠疫情、“脱欧”导
致的大批外籍务工人员流出、人口老
龄化等。据英国公路运输协会估计，
英国需要补充 10万名卡车司机方能
满足燃油、食品、药品等物流需求。为
缓解司机短缺问题，英国政府出台多
项措施，包括发放短期签证引进卡车
司机、简化获取卡车司机驾照的程序、
鼓励包括公交司机在内的重型货车驾
照持有者“重新上岗”。

英国公共交通联合会说：“辞职的
公交司机人数超过我们所能招募到
的，雪上加霜的是公路货运行业能够
开出更高的薪水。”联合会说，若给公
交司机涨薪会导致人们乘坐公交的费
用提升。“我们不具备公路货运业那样
的弹性，那是一个较长的运输链，可以
分摊成本”。

（新华社电 乔颖）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
（记者 和苗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院
11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1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名经济学家戴

维·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
多·W·因本斯，以表彰他们在劳动经
济学与实证方法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
贡献。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决定暂停运
行部分火箭发动机测试项目，以便节
约氧气，供给医院用于救治新冠患者。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
里·罗戈津10日在社交媒体写道：“鉴
于治疗病患的医用氧气需求与日俱
增，我方今日决定暂停沃罗涅日市化
学自动化设计局发射台的火箭发动机
点火测试，直至本月底。”

化学自动化设计局为俄罗斯国家

航天公司下属机构。罗戈津说，仅这
一机构每天就能向医疗机构供氧多至
33吨。

俄罗斯新冠疫情近来恶化。据俄
防疫指挥部 9日发布的数据，当天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 29362例，为去年 12
月24日以来单日最高数据，也是疫情
暴发以来次高纪录；新增死亡病例
968例，为疫情以来新高。

（新华社电 惠晓霜）

保障新冠治疗供氧
俄暂停部分火箭引擎测试

三名经济学家分享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