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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位于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27
日凌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爆发大
规模军事冲突，双方动用火炮、坦克等重武器越
过实控线向对方开火，导致边境紧张局势升级。

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为应对严峻形势，亚美尼亚27
日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和总动员。同日，阿塞拜疆也宣布
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并在全国实行戒严。地区局势进一步
朝着升级失控的方向发展，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我驻一些
国家的文化和旅游机构日前陆续推
出庆中秋线上文化周活动，为当地
民众提供通过“云端”了解中秋佳节
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的机会。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从9月28
日至10月5日起推出大型品牌活动

“天涯共此时——中秋节”线上文化
周。今年的文化周活动主题突出，
内容包括文化周启动仪式、主题宣
传片、“云合唱”歌曲、音乐会、中秋
连线虚拟演播等活动。

据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杨
晓龙介绍，文化周结束后，文化中心
和瓦莱塔皇家露天剧场还将联合举
办《自然之美》展览。展览将布置在

露天剧场外围悬窗，向马耳他市民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现中国自
然风光的独特魅力。

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
28 日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推出中秋
节文化周活动。文化周将围绕中
秋传承、中秋文化、中秋与当代中
国、游在中秋与旅游推介、玩转中
秋等五大主题，通过沉浸式线上体
验，让观众增进对中秋佳节历史传
承和文化内涵的理解。

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主
任崔可对记者说，此次活动还将通
过线上猜灯谜、放孔明灯、打卡等互
动活动，运用新媒体技术提高线上
中秋活动的趣味性，吸引观众深度
参与其中，增强活动的体验感。活

动将持续至10月5日。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2020 年“天

涯共此时——中秋节”线上文化周
活动28日在“云端”正式拉开帷幕，
法国观众将通过丰富的线上活动了
解中秋节历史、习俗，感受花好月圆
夜、万家度良宵的美好意境。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佘明远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文化周
将文化内涵与旅游载体完美融合，
在传统节日文化中融入了更多现代
审美，引导法国朋友们在欣赏中秋
节传统古典美的同时，感受其与现
代生活相结合的独特韵味。

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28日
开启“天涯共此时——中秋节”线
上文化周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关

注和欢迎，线上点击量持续走高。
据中国驻瑞典使馆文化参赞兼

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陈晓
介绍，此次线上文化周活动以中瑞
人民云聚会同祝福的形式，通过丰
富多彩的形式，介绍中秋节的由来、
各地不同的中秋习俗以及中秋节与
世界的渊源交融等，反映团圆和谐
的节日内涵，给当地人民带来东方
文明中月圆时分的快乐。

明斯克中国文化中心9月28日
到 10 月 5 日举办“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线上文化周，与白俄罗斯朋
友共庆佳节。活动将围绕中秋传
承、中秋文化、中秋与当代中国等五
个主题展开，展现世界人民和谐共
处、期盼人类健康幸福的美好愿景。

我驻外机构举办庆中秋线上文化周活动

新闻事实
亚美尼亚国防部 28 日表示，

目前双方交火现场的火力密度史
无前例，亚方一侧不少村庄遭到炮
击。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斯捷潘
尼扬27日证实，阿塞拜疆方面的2
架武装直升机和 3 架无人机在冲
突中被击落。

阿塞拜疆国防部表示，亚美尼
亚的12个防空导弹系统在战斗中
被摧毁，阿方一架武装直升机被击
落，机组人员幸存。截至28日，亚
美尼亚方面的炮击造成阿方一侧
塔塔尔村5人丧生、多人受伤。

纳卡方面的军事部门 28 日
说，己方有至少 59 名士兵丧生、
100多人受伤。

目前，针对紧张的纳卡局势，
国际社会纷纷发声敦促双方立即
停火，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
发表声明，呼吁阿亚双方立即停止
军事冲突，为当前紧张局势降温并
立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俄罗斯
总统普京在与亚美尼亚总理帕希
尼扬的通话中敦促冲突双方不要
采取让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举动，应
立即停止所有军事行动。美国总
统特朗普也表示将采取行动防止

纳卡冲突升级。

深度分析
纳卡问题首先涉及领土和主

权。纳卡地区在苏联时期为阿塞
拜疆的一个自治州。上世纪90年
代阿亚两国爆发战争后，亚美尼亚
取得对纳卡的控制权。纳卡地区
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要求独立或
者并入亚美尼亚。

纳卡地区多年来小规模冲突
不 断 ，此 次 冲 突 升 级 有 其 必 然
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所中亚室副主任杨进表示，
阿塞拜疆要求“收复领土”，其诉
求随着国力上升越来越强烈。纳
卡地区多年冲突还衍生出难民和
其他社会问题，民众不满以及民
族情绪上升给阿塞拜疆当局造成
极大压力。亚美尼亚则在纳卡问
题上寸步不让，希望以强硬手段
维持对纳卡地区的控制。

目前，俄罗斯、欧盟、美国等均
呼吁阿亚两国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通过谈判解决纳卡问题。土耳其
公开支持阿塞拜疆。

杨进认为，土耳其公开派兵进
入纳卡协助阿塞拜疆作战的可能
性不大，因为亚美尼亚是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成员国。如果土耳其公

开派兵，俄罗斯根据条约义务也需
要派兵，俄土直接冲突在所难免。

即时评论
纳卡地区绵延多年的战火和

仇恨，不仅造成大量人口离开故
土，也给地区和平稳定造成破坏。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作为纳卡问
题直接当事方，需要保持冷静克
制，通过协商和谈判找到彼此都能
接受的解决方案。

目前舆论对于外部力量武力
干涉纳卡问题的担忧上升。新冠
疫情给多国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
造成困境，战争只会延迟各国战胜
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的进程，损害
民众利益和福祉。

背景链接
长期以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

亚围绕纳卡归属问题一直关系紧
张。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亚围绕纳卡爆发战争，亚美尼亚
占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塞拜疆
的部分领土。

1992 年，在俄罗斯倡议下，欧
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前
身）成立由 12 国组成的明斯克小
组，俄美法三国为共同主席国。自
此，有关纳卡问题不同级别谈判在
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续举行，但未
取得实质性进展。1994年，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就全面停火达成协
议，但两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
对状态。

多年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在纳卡地区时有交火，双方经常有
士兵和边民伤亡。两国政府围绕
纳卡问题互相指责的口水战从未
停止。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高加索硝烟再起
纳卡冲突引发广泛担忧

29日上午，随着隧道深
处一声炮响，位于老挝北部
琅勃拉邦省的中老铁路控制
性工程——相嫩三号隧道顺
利贯通。至此，中老铁路全
线 75 座隧道实现安全贯通
目标。

上图为9月29日在老挝
北部琅勃拉邦省拍摄的相嫩
三号隧道贯通仪式现场。

下图为 9 月 28 日在老
挝北部琅勃拉邦省拍摄的
中老铁路控制性工程——
相嫩三号隧道建设现场。

新华社发

中老铁路全线隧道实现贯通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9月28日宣布，将再次延长紧急状态法至10月底，以更

好地控制疫情。与此同时，泰国将向更多外籍人士开放入境，以拉动经济与旅游业
发展。这是9月13日拍摄的泰国普吉岛普吉古镇。 新华社记者 张可任 摄

泰国将紧急状态法
延至10月底

9月29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人们聚集在遭火箭弹袭击的
房屋外。伊拉克军方28日说，该国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一处民宅当天遭两
枚火箭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新华社发

伊拉克首都国际机场附近
遭火箭弹袭击致5死2伤

国际观察

据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28 日
电（记者李奥）俄罗斯国防部新闻
局28日说，俄当天使用一枚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了22颗卫星，其中包括
3颗“信使-M”通信卫星。

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国防部新闻
局发表的新闻公报报道说，一枚“联
盟-2.1b”运载火箭于莫斯科时间28
日14时20分（北京时间19时20分）
从俄西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普列
谢茨克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载有
3颗“信使-M”通信卫星和19颗微
型卫星。目前，所有卫星已成功进
入预定轨道。

报道说，这是俄罗斯今年首次使
用“联盟-2.1b”运载火箭发射“信使-
M”卫星。“信使”系列卫星组成俄罗
斯唯一一套低轨道移动通信卫星系
统，可在全球范围内交换和转播信
息，能把移动目标的格洛纳斯导航坐
标数据传递给远方的监控中心。

俄罗斯成功发射
“一箭22星”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8 日电
（记者熊茂伶）世界银行28日发布的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形势报告预
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 2%，比 6
月初预计的1%上调1个百分点。

报告预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
济今年将增长0.9%，这将是1967年以
来的最低增速；该地区除中国外的其
他经济体今年将萎缩3.5%。

世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
学家马图当天在一场媒体电话会上表

示，疫情还将导致今年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500万人重新陷入贫困境地。

马图表示，尽管该地区许多国家
成功控制了疫情，但要实现复苏与增
长仍需努力。

世行报告还显示，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 2021 年的经济前景将好于今
年。基于疫苗可能问世、持续复苏和
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正常化的假设，
预计中国经济将增长7.9%，该地区其
他经济体将增长5.1%。

世行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参考消息》29 日刊登源自美国消
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有关全球
投资者增加对亚洲投资的报道。

报道说，全球投资者正在加大
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投资。就在
本周，总部在爱丁堡的投资合伙企
业柏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
通过扩大其在上海的业务增加对华
投资。上海办事处是该公司第一所
拥有本地研究能力的海外办事处。

柏基公司中国区负责人埃米·
王(音)日前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相
信中国的商业和创新模式具有巨大
优势，将吸引全球企业来此开拓，中
国市场机遇巨大。该公司说，它对
100 多家中国公司投资了约 550 亿
美元，约占其管理资产的17%。像柏
基这样的主要投资机构早就把目光
锁定了中国。新冠疫情使各国政府
通过社交隔离措施限制病毒传播，这
促使许多业已受到投资者关注的趋势
加速发展，例如新鲜农产品配送、在线
教育和医疗保健。普雷钦金融数据研
究公司说，仅今年前三季度，亚洲医疗
保健投资交易的价值已达107亿美元
左右，比2019年全年高出约26%，募
集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了中国。

美媒报道投资机构
扩大在华投资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经济参考报》29 日发表张代蕾撰写
的报道《英国多管齐下遏止食物浪费
现象》。

文章说，英国政府资助的非营利
性组织“废物与资源行动项目”日前
发布报告说，尽管近年来取得一定进
展，但英国食物浪费现象依然严重，
距离其在 2030 年将粮食浪费减半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差得很远。

报告显示，2015 年至 2018 年期
间，供货和销售环节产生的食物浪费
增加了 6%，餐饮业产生的浪费增加
了 7%，唯有家庭食物浪费量有所下
降。尽管如此，2018年英国家庭产生
的食物浪费依然占比最多，高达 450
万吨。

英国一些企业和公益机构不断呼
吁和帮助人们改变消费模式。比如，
提倡按需购物，不要一次性采购太多
食物；区分食品包装上的“最佳食用日
期”和“保质期”；在食物包装上注明如

何合理储存，以及一袋食物适合几人
食用等。

一些网站分专题列出非常实用
的节省粮食小窍门，包括如何用自家
冰箱合理储存不同食物，没吃完的食
物如何变身美味佳肴，厨余垃圾如何
回收再利用，哪些食物可以腌制以延
长其保质期等等。一些食品科技公
司则开发新应用程序，提醒消费者避
免浪费食物。

从国家层面看，英国制定了“在
2030年将粮食损失和浪费减半”的战
略目标，引导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农
民和消费者朝共同方向努力。

减少粮食浪费需要整个食品供应
链的参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或任何
一家机构能够独自完成这个目标。因
此，“废物与资源行动项目”自2005年
开始启动“考陶尔德承诺”项目，鼓励
和推动英国食品企业和餐厅加入，承
诺携手减少粮食浪费，以“公私合作”
方式遏止严重的粮食浪费现象。

英国多管齐下
遏止食物浪费现象

●9月28日，在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 45 次会议有关议题
下，发展中国家批评美国、欧
盟、德国、芬兰、瑞典、挪威等国
人权问题。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
娜·穆罕默德28日呼吁各方再
捐款350亿美元填补资金缺
口，以加速实现新冠疫苗以及
新冠诊断和治疗工具的研发、
生产和公平分配等目标。

●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28
日报道，印度一家医院的两名
医务工作人员日前二次感染了
新冠病毒，不过二人两次感染
均无症状。

●玻利维亚西南部波托西省警
察局28日说，该省27日发生
一起公共汽车坠入山谷的重大
交通事故，造成19人死亡、24
人受伤。

●正在立陶宛访问的法国总统
马克龙28日表示，要想确保欧
洲的和平，必须与俄罗斯展开
合作，法国支持与俄罗斯展开
透明对话。 均据新华社电

EWS 微新闻

封路通告
因省道绥三线（S323）前槽岭隧

道（在建工程）与既有公路下穿交叉
(原南老线K18.770)，既有公路距隧道
拱顶埋深 14.5米，为防止重车对隧道
施工扰动出现塌方等重大事故的发
生 ，需 对 既 有 公 路 K123.250 至
K124.550（原南老线桩号 K17.700 至
K20.200）区间路段封闭交通，请过往
车辆绕行县道（建昌）喇龟线、省道朝
青线、国道绥珠线、省道北杨线。

封闭时间：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2021年6月30日

因封闭交通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9月28日

通知
大连宏东家居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10200565546000T）、姜涛（身份证

号码：21020419XXXXXX2198），请于

见报后立即将拖欠我公司代缴的社

保款等费用 189103.57 元（壹拾捌万

玖仟壹佰零叁元伍角柒分）偿还，如

不偿还，我公司将履行相关法律程

序，特此通知。

辽宁省外商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2020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