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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8日 星期四4 国际·体育

俄罗斯正式通知日企
“萨哈林2号”项目换运营商

美国新法案难解高通胀

Mpox、OPOXID-22、Poxy McPox⁃
face、TRUMP-22……公众正在为世界
卫生组织重新命名猴痘病毒贡献灵感，
这些五花八门的词组中，或许有一个将
成为猴痘病毒的新名称。

据路透社16日报道，世卫组织有权
对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的现有疾病分
配新名称。这些疾病名称通常由某个
技术委员会闭门选定，但世卫组织这次
决定公开征集猴痘病毒新名称。

世卫组织已经收到学者、医生等不
同群体提出的数十个命名建议。加拿
大一个男性健康组织主管塞缪尔·米列

洛提交的新名称Mpox是目前最受欢迎
的建议之一；哈佛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师
杰里米·福斯特提交了一个“技术流”名
称OPOXID-22。

世卫组织承受给猴痘病毒改名的
压力。批评人士认为，猴痘之名有误导
性，因为猴子并非这种病毒的主要宿
主。一些知名科学家6月联名呼吁为猴
痘更名，要求新名称“中立、不歧视、不
污名化”。

世卫组织发言人法德拉·沙伊卜16
日说，“为猴痘找到一个新名称非常重
要”，要确保它不冒犯任何特定人群、动

物、国家、地区等。
沙伊卜没有给出猴痘病毒更名时

间表，表示世卫组织将“根据科学准确
性、接受度、发音以及是否可用于不同
语言”从公众命名建议中选定名称，希
望找到“一个不会污名化（任何群体）的
名称”。

世卫组织 12日宣布对猴痘病毒分
支重新命名，新名称将由罗马数字和小
写英文字母组成。比如，先前刚果盆地
分支更名为分支 I，西非分支更名为分
支 II。分支 II又包括两个亚分支，即 IIa
和 IIb，其中 IIb是2022年猴痘疫情中主

要传播的一组病毒变种。
猴痘先前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

流行，今年5月以来，不少非洲以外国家
和地区相继报告猴痘病例。世卫组织7
月 23日宣布，今年多国猴痘疫情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科学家 1958年在一组用于研究的

猴子体内首次发现这种病毒，当时这些
猴子出现“痘状”传染病，猴痘病毒因此
得名。世卫组织 9日强调，当前猴痘疫
情与猴子没有关联，应停止伤害甚至杀
死猴子。

（新华社电 陈丹）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国际乒
联（ITTF）16日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
排名，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队运
动员樊振东此前被扣除的 1400积分
得以被恢复，以 6900 分继续位列第
一。

国际乒联确认，由于对国际乒联
世界排名相关规则的应用管理存在错
误，自2022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新加坡大满贯起发布的世界排
名中，对于排名处罚规则存在错误解
答，少数球员的排名积分被错误地扣
除。相应运动员的积分在本周的国际
乒联世界排名中得到恢复。

根据国际乒联世界排名规则，在
两种情况下将对球员进行零分处罚：
在 WTT 世界杯决赛、WTT 冠军赛和

WTT大满贯赛事中退赛，或者在其他
WTT/ITTF赛事中三次（或更多次）退
赛。零分处罚将被计入8次最高成绩
之一并保留12个月，取代球员排名第
八的成绩。

由于少数运动员的世界排名计入
成绩少于 8次，处罚政策的错误执行
对他们造成了影响，他们的最低成绩
被替换。国际乒联表示，受影响的有
15名单打选手和1名混双选手。

本周国际乒联世界排名男单前十
无变动，樊振东恢复后总积分为 6900
分，排名第一。马龙、梁靖崑位列第
二、三，王楚钦位列第10。

女单前十同样无变动，中国队球
员孙颖莎、陈梦、王曼昱和王艺迪位列
前四。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当地时间16日，辛
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展开首轮争夺，女单有四位
大满贯得主遭淘汰，其中中国球员张帅直落两
盘淘汰四届大满贯得主大坂直美，美国名将威
廉姆斯姐妹也都0∶2被淘汰出局。

张帅以6∶4和7∶5击败日本名将大坂直美，
将双方的交手记录追到3∶3平，时隔八年再取本
站单打正赛胜利。大坂直美则连续两站在WTA
（女子网球协会）1000赛事遭遇“一轮游”。

在首轮的一场焦点战中，23届大满贯得主
小威廉姆斯以4∶6和0∶6不敌去年美网冠军、英
国新锐拉杜卡努。小威廉姆斯曾于2014和2015
年在辛辛那提捧杯，拉杜卡努则是迎来本站赛
事的个人首秀。

“我们都要敬佩塞蕾娜（小威）和她辉煌的
职业生涯。我很感激能有机会和她交手，我们
的职业生涯也因此有了交集。她的一切成就是
如此鼓舞人心，和她同场竞技是我的荣幸。”拉
杜卡努说。

前赛会冠军卡·普利斯科娃以7∶5和6∶1击
败持外卡亮相的七届大满贯得主大威廉姆斯，
送给今年复出的大威单打三连败。一场“美国
德比”中，前澳网冠军肯宁以 2∶6和 1∶6不敌罗

杰斯，遭遇九连败。
女双方面，赛会8号种子、中国组合徐一璠/

杨钊煊以4∶6、6∶3和10∶6逆转险胜扎拉米泽/尼
库莱斯库，挺进次轮。

男子方面，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名将
纳达尔在7月初举行的温网半决赛前因伤退出，
经过六周休养，他选择在辛辛那提公开赛重回赛
场。这也是他时隔五年再度参加该站赛事。

此外，根据世界积分推算，如果纳达尔在本
站夺冠而梅德韦杰夫未能晋级八强，纳达尔将
重返世界第一。

“能有这样的机会重回第一对我来说意义
重大，我没有想到这会再次发生。”纳达尔说，

“但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打我想打的赛事。我
不会参加我认为在我身体承受能力之外的比
赛。”

克罗地亚选手丘里奇直落两盘淘汰资格赛
球员穆塞蒂后，将在次轮挑战二号种子纳达
尔。头号种子梅德韦杰夫以 6∶4和 7∶5淘汰范
德赞德舒尔普，挺进16强。

本次公开赛为WTA和ATP（男子职业网球
选手协会）1000赛事，总奖金分别为 2527250和
6280880美元。8月16日，张帅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路透

日本媒体17日披露，一些日本企
业已经收到俄罗斯方面有关更换“萨哈
林2号”油气项目运营商的正式通知。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接到俄方
正式通知的企业包括购买“萨哈林 2
号”项目天然气的九州电力公司和西
部瓦斯株式会社。

九州电力公司称“收到有关运营
活动移交新运营商的通知”；西部瓦斯
株式会社也确认收到相关通知，称公
司正在研究细节。

两家日企拒绝就更换运营商后的
天然气价格和供应置评。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6
月 30 日签署法令，设立新公司运营

“萨哈林 2号”，项目原有外方股东需
在一个月内申请在新公司中保留股
份，由俄政府决定是否批准。

俄方表示，这一举措旨在保护俄

国家利益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友
好行为”的损害。俄罗斯 2月下旬对
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日本追
随美欧等国对俄罗斯施加制裁，被俄
列为“不友好国家”。

“萨哈林2号”项目位于俄罗斯远
东萨哈林岛大陆架，涉及的石油储量约
为1亿吨，天然气储量为4000多亿立方
米。日本大约9%的液化天然气从俄罗
斯进口，几乎全部来自“萨哈林2号”项
目，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和三菱商事公司
分别持有项目12.5%和10%的股份，日
方多次表示希望继续参与这一项目。

俄政府本月初下令成立“萨哈林
2号”项目新运营商。时任日本经济
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本月 5日说，已
经敦促三井物产与三菱商事积极探讨
向“萨哈林2号”新运营商投资。

（新华社电 安晓萌）

炸鱼薯条被不少人誉为“英国
无可争议的国菜”。然而近日公布
的一项民调显示，它已不是英国成
年人点外卖的最爱，取而代之的是
中餐。

“舆观”民意调查公司受英国泰晤
士电台委托，在本月8日至9日就个人
喜欢的外卖餐食调查超过1700名英国
成年人。据英国《泰晤士报》16日援引
调查结果报道，25%的调查对象选择中
餐，占比最高；炸鱼薯条紧随其后，占
比 19%；之后为印度菜、比萨饼，分别
占比17%和13%。

依据这项调查，英国人对炸鱼薯
条的喜爱程度明显存在“代沟”。在
18岁至24岁的受访者中，中餐和比萨
饼是最受欢迎的外卖餐食，仅7%的人
青睐炸鱼薯条；25岁至 49岁人群中，
喜欢炸鱼薯条的比例升至 10%；50岁
至64岁人群中，这一比例进一步增至
22%；65岁及以上人群中 36%首选炸
鱼薯条。

据英国媒体报道，炸鱼薯条作为
英国传统美食，其烹制使用的葵花子
油、鳕鱼、马铃薯和面粉这4种食品原
料均无法在英国自给自足，主要依靠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随着俄乌冲
突持续，英国炸鱼薯条店的经营成本
不断上升，有的甚至陷入食材断供危
机，已经出现一轮倒闭潮。

（新华社电 王鑫方）

8月16日，意大利宪兵在锡耶纳赛马节上表演。
原定于8月16日举行的意大利锡耶纳赛马节因降雨中断，将在次日继续。锡耶纳赛马节是世界闻名的意大

利传统民间活动，始于1656年，每年7月2日和8月16日举行两次。此前锡耶纳赛马节已连续两年因新冠疫情取
消举办。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 摄

大千世界大千世界

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张帅击败大坂直美大小威首轮遭淘汰

调查显示炸鱼薯条
不是英国人点外卖的最爱

国际乒联更正世界排名
恢复樊振东被扣除积分

世卫组织公开征集猴痘新名 避免“污名化”

意大利：被降雨“打扰”的锡耶纳赛马节

澳前总理为“秘密”兼任部长辩解
澳媒批他“根本不知道错在哪”

英国政府16日说，欧盟方面一再
拖延英方参与欧盟科学研究项目的流
程，违反英国“脱欧”时双方签署的贸
易与合作协定，英方已依据协定针对
欧盟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英国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脱
欧”，随后进入为期 11 个月的过渡
期。根据双方就未来贸易与合作关系
签署的协定，英国争取到参与欧盟一
系列高端科学与创新技术项目的权
利，包括“欧洲地平线”项目、利用卫星
监测气候变化对地球影响的“哥白尼”
项目、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项目以及

“空间监视与追踪”服务项目。
然而，按照英方说法，欧盟至今仍未

完成让英方参与上述科研项目的流程。
据路透社报道，虽然英国和欧盟都

声称在科研方面保持合作是互利之举，
但是双方围绕“脱欧”协议中部分内容
的争吵近期不断升级，因“脱欧”变冷的
关系愈加不睦。欧盟指责英方企图单
方面修改协议，已于6月启动相关法律

程序，准备处罚英方。英方因为被挡在
欧盟科研项目门外而启动争端解决程
序，则是双方“分手”后最新纠纷。

竞逐保守党党首及首相之位的外
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在一份声明
中说：“欧盟明确违反了双方协议，一
再拒绝完成英方加入重要科研项目的
流程，借以将关键科研合作政治化。”

“我方无法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因
此英方已经发起正式磋商程序，将竭
尽一切手段保护我国科学界的权益。”
她说。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达尼埃尔·费
里埃说，欧盟委员会还没获得英方提
交的正式文件，但已知晓英方有此诉
求，“将根据相关协定中的适用规则跟
进此事”。

费里埃当天早些时候说，英欧贸
易与合作协定并未规定欧盟有特定义
务接纳英国加入欧盟科研项目，也未
设定相关流程期限。

（新华社电 沈敏）

进不去欧盟科研项目
英国诉诸争端解决机制

美国总统拜登 16 日签署《通胀削
减法案》。该法案涉及税收、医疗、气
候等方面，虽以抗击通胀为名，但实
际作用受到多方质疑。分析人士认
为，出台该法案是民主党为中期选举
拉票之举，很难真正缓解美国当前高
通胀困境。

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将在气候
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 3700亿美元；
在医疗保健领域投入约 640 亿美元，
以降低处方药价格、强化医疗保障。
法案还包括对部分大企业加税等内
容，致力于在未来十年内创造近 7400
亿美元财政收入。民主党人称，该法
案将使联邦赤字缩减 3000多亿美元。

然而，美国国内对该法案缓解通
胀的实质效果总体看淡，主要有两类
观点。

一类观点是法案或一定程度上
缓解通胀，但短期效果远不及预期。
民主党元老、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
德斯认为，法案在及时缓解工薪家庭
压力方面力度不够，比如解决“天价
药”问题。法案虽赋予联邦医疗保险
机构与药企直接谈判处方药价格的
权力，但要到 2026 年才生效，而且一
开始只涉及 10种药物。

另一类观点是法案部分内容可能
产生进一步助推通胀的反作用。福克
斯新闻网日前报道，200 多名经济学

家联名致信国会称，政府支出计划将
通过拉动需求而带来通胀压力，而供
给侧增税将抑制投资，进而压缩供给，
阻碍供应链修复，进而加剧通胀。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
示，该法案意味着更高的税、更贵的
能源账单。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
麦卡锡认为，不能通过征税和增加财
政支出摆脱通胀危机。

今年 3 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
指数（CPI）同比涨幅均超过 8%。美
国劳工部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
CPI 同比上涨 8.5%。通胀持续加剧，
令美国民众愈发感到钱包吃紧。

美国广播公司和益普索集团日

前公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
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
正在恶化，这一比例达到 2008年以来
最高；通胀是美国民众最关注的经济
议题之一，而美国人对拜登政府经济
政策效果的评判呈“压倒性”负面。

分析人士认为，距中期选举只剩
不到三个月，拜登政府面临国内各界
对其误判通胀形势、应对迟缓的批
评，拜登支持率在低位徘徊。在白宫
政策工具有限的情况下，民主党希望
通过出台该法案提振选民信心，但效
果难料。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6 日电 记者
熊茂伶）

澳大利亚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
17日召开记者会，就他“秘密”任命自
己兼任五个政府部门部长辩解。澳大
利亚多名议员已要求莫里森道歉并辞
任议员。就莫里森最新说法，澳大利
亚媒体直接在报道标题中写道：“莫里
森的态度表明他根本没明白（自己错
在哪里）。”

多家媒体当天以“火药味浓”描述
这场记者会。莫里森在会上承认他在
新冠疫情期间兼任卫生、财政、资源、
内政和国库五部部长，但辩称他在疫
情期间需要“紧急权力”，以防上述部
长无法履职时无人分管相关事务。

澳大利亚媒体近几日曝光莫里森
在 2020年至 2021年期间“秘密”任命
自己兼任多个部的部长，其中一些部
长对此毫不知情，议会和公众也被“蒙

在鼓里”。报道引发舆论哗然。现任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批评莫里森
运作“影子政府”，宣布现政府将就相
关任命对莫里森发起调查。

阿尔巴尼斯 17日再次批评莫里
森的做法“史无前例”，是对澳大利亚
政治系统、惯例和规则的“践踏”。作
为“被蒙在鼓里”的一份子，在莫里森
政府任内政部长的卡伦·安德鲁斯说，
莫里森应该道歉并辞任议员。

法新社报道，莫里森就任总理期
间遭遇一连串危机，包括罕见林火、洪
水、干旱、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莫里
森本人则多次被外界批评为不诚实、
行事缺乏透明度。法国总统马克龙去
年 10月就批评莫里森对弃购法国潜
艇一事“撒谎”。

（新华社电 郑昊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