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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拖欠5亿会费，或将以观察员国身份继续保持影响
晚报综合消息 据法新社当地时间12日
报道， 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将于2018年12月31日生效。
报道称， 此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于9月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传达了这一决定。 他在9月
份联合国大会期间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
考虑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此后，美国将以
观察员国身份继续在教科文组织保持影响。
1984年，美国曾宣布退出该组织。2002年
9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第57届联大一般性
辩论中发言时宣布， 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2003年，时隔19年之后，美国重返

教科文组织。
2011年， 美国曾以国内法律限制为由停
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费， 当年即砍掉了
8000万美元的会费， 占教科文组织预算的
22%。 美国因此丧失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大会的投票权。 该机构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预算，并制订一系列涉及全球教育、科学
和文化的方案。
此前有媒体援引美媒报道称， 美国不
缴会费的后果是，拖欠的会费年年膨胀。 如
今美国已拖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5亿
中新
美元。

章莹颖案定于明年2月审判
美检方追加起诉后嫌犯仍拒不认罪
新华社芝加哥电 美国检方近日对涉嫌
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被告人布伦特·
克里斯滕森提出新指控后， 当地时间11日法
庭再次开庭，克里斯滕森仍然拒不认罪。
当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
院法官埃里克·朗向嫌犯宣读了新起诉书追
加的三项罪名： 一项绑架致死、 两项虚假陈
述， 并向嫌犯说明如果定罪他可能面临的刑
罚。嫌犯的公设辩护律师代表嫌犯说不认罪。
法官当庭宣布案件预审日期为明年2月
12日，审判日为2月27日。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华人律师
王志东对记者说：“
（嫌犯）今天没有认罪完全
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们事先也预料到大概
是这样一个情况。 ”王志东表示，检方自信有
充足的证据将嫌犯定罪。 王志东认为法官当
天宣布的预审和审判日期存在被延迟的可能

日本“神户制钢”造假影响扩大
波及军工产品，日本H2A火箭
“
中枪”
新华社北京电 日本神户制钢所数据造
假丑闻继续扩大。据最新披露，日本自卫队的
武器装备中也使用了神户制钢的问题产品。
与此同时，内部调查显示，除铝、铜制品外，其
铁粉产品也存在数据造假问题。 神户制钢所
股价11日继续大跌17.79%。 因钢铁原料成本
上涨，铝、铜产品部门是近几年神户制钢所的
创收主力， 业内人士预计这一丑闻将毁灭性
重创神户制钢。

波及军工产品
日本经济产业省10日在记者会上说，收
到来自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斯巴鲁、石川岛
播磨重工集团四家企业报告， 证实其生产并
提供给自卫队的武器装备中， 使用了神户制
钢所提供的问题铝、 铜制品。 问题产品在飞
机、导弹、装甲车辆中都有应用。 在日本10日
发射的H2A火箭上，也使用了这些问题产品。
四家制造商目前正在确认是否存在安全隐
患。经产省10日表示，相关产品暂时不会影响
装备使用。
《朝日新闻》11日报道，在神户制钢所内
部开展的进一步调查中发现， 除铝、 铜制品
外，铁粉也存在数据篡改问题。这些铁粉用于
暖宝宝、 汽车零部件等的制造。 随着调查深
入， 存在篡改数据问题的产品种类可能进一
步扩大。经产省说，神户制钢所生产的铁粉密

度并未达到客户要求， 但它篡改了向客户提
供的产品数据以瞒天过海。 不过， 经产省认
为，这对安全性影响不大。

业务或面临重创
由于铝合金质量轻、导热性好，能够有效
减少能耗， 从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加强尾气
排放限制以来， 各大汽车制造商广泛采用铝
制品。飞机、列车等追求轻量化的产品也给铝
制品行业带来巨大市场需求。
在丑闻曝光之前，铝、铜部门一直是神户
制钢所主要创收部门。 该公司年度收支报告
显示，因钢铁行业原料成本上涨，神户制钢所
已经连续两年亏损，但铝、铜部门在上一个财
政年度实现了120亿日元（约合7亿元人民币）
以汽车产
利润收入。 神户制钢所先前预测，“
业为核心的旺盛的铝制品市场需求将带动销
量增长，加之成本削减，铝、铜部门2017财政
年度收益将进一步增加”，甚至期待由此扭转
该公司持续两年的亏损局面。 但是，《每日新
闻》指出，一旦车企因此取消与神户制钢所的
合作，它的盈利目标将难以达成，而如果因此
引发大规模汽车召回， 神户制钢所可能面临
高额索赔。 有业内人士认为， 它甚至可能破
产。 11日， 东京股市神户制钢所股价继续跳
水。短短两天内，股价已从每股1368日元跌到
刘秀玲
878日元，跌幅达35.8%。

美加州山火未来或迅速蔓延
火灾原因还在调查
晚报综合消息 来自美国加州林业和消
防局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1日，山火已经造
成至少23人死亡，3500幢建筑被毁。过火总面
积从昨天的400平方公里已经接近到690平方
公里。加州多个县有至少22个火点，其中部分
火点处于失控状态。仍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
离。目前有约8000名消防人员正在努力灭火，
但是当地仍在持续的大风干燥天气， 非常不
利于火灾的扑救。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发言人
说，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新的起火点
并且火势在短时间内有迅速蔓延的风险。 这
场始于8日的山火俨然已经成了加州历史上
最严重的山火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山火的发生？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州地处美国西南部，
每年夏季和秋季高温干旱， 有利于山火的发

生和蔓延。 不过，据统计，加州发生的山火中
只有5%是由于闪电或高温自燃等自然原因
造成的，另外95%则是人为因素。 据报道，电线
断裂导致短路、 山地道路施工未严控火源、车
祸导致汽油泄漏、露营者遗留火种等原因都有
可能导致一场山火的发生。 此外，也不能排除
人为纵火的可能性。 加州南部就曾有人为纵火
导致山火在邻近地区连续发生的案例。
据路透社援引加州林业和消防部门负责
人的话报道称， 关于此次火灾原因的调查目
前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不过，路透社分析
称，近期加州北部林区风力很强，当地电线被
风刮断短路导致山火的可能性很大。 加州林
业和消防部门负责人也表示，
“这个原因很有
可能”
“电线短路通常是大风天气导致火灾发
央视
生的主要原因”。

美市长团体反对废除《清洁电力计划》

相关报道

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

“神户制钢”造假涉及多家汽车厂商
据《朝日新闻》网站近日
报道， 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篡改
部分铝、铜制品数据，以次充好，涉及汽车、新
干线、飞机等公共性较高的产品以及火箭、防
卫装备。
据报道，问题产品的直接交易方约有200
家，神户制钢尚未公布具体公司名称。 据相
关管理层人员透露， 还存在交易方加工之
后再次销售的情况， 以最终产品形式销售
晚报综合消息

牵
爱

性。“
这个日期今天没有变并不说明以后不会
变。 以后可能还会有其他许多的复杂因素，
（最终）造成这个日期有所变化。 ”
现年26岁的章莹颖今年4月前往伊利
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学习，6月9日
在坐上一辆黑色轿车后失踪。 美国联邦调
查局6月30日逮捕克里斯滕森，指控他涉嫌
绑架章莹颖。 7月5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
地区联邦法院法官埃里克·朗拒绝克里斯
滕森的保释申请。 7月12日，伊利诺伊州一
个联邦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克里斯滕森。 7月
20日，克里斯滕森在法庭上首次开口，但拒
绝认罪。
10月3日，美国联邦大陪审团针对嫌疑人
追加了三项新罪名：一项绑架致死、两项虚假
陈述。如果被定罪，被告将面临死刑或者终身
徐静 苗壮
监禁。

据 新 华 社休斯敦电 美国得克萨斯州休
斯敦市市长办公室当地时间11日公布美国
“
气
候市长”联盟当天发表的声明，呼吁采取行动，
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废除《清洁电力计划》。
据休斯敦市市长办公室当天发布的新闻
气候市长”是由遍布全美的300多个城
公报，“
市的市长组成的应对气候变化联盟， 致力于
在地方城市推动实施《巴黎协定》。 休斯敦市长
西尔维斯特·特纳是
“气候市长”的共同主席。
声明指出，美国环境保护局宣布废除《清洁电

给消费者的规模“不知道有多少”。 目前，丰
田、日产、本田、铃木、马自达、三菱汽车、斯
巴鲁七大汽车厂商确认采用了神户制钢的
问题制品。
汽车制造商在发货前会在多个阶段进
行安全性确认。 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汽车
的安全标准在设定上有一定的余地， 目前还
没有需要召回的汽车。 但各汽车厂商已相继
中新
开始进行安全性检测。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绍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 95 号纺织大厦 623 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力计划》将削弱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
际领导力， 也将损害美国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声明说：
“
我们所在的城市位于灾害最前线，由
于气候变化，我们面临超级风暴、洪灾、干旱、
热浪、野外火患以及健康问题挑战。 因此，我们
承诺付诸行动，以净化空气、发展经济，并确保
子孙后代有一个更加健康的未来。 ”
特纳表示，由于气候变化，休斯敦遭遇史
上最严重飓风和洪灾，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已
高路 刘立伟
成为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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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情缘婚介 通图创办 23 年 资源丰富 至真至诚 服务一流

女
女
男
男

30 岁
31 岁
27 岁
26 岁

1.63
1.58
1.73
1.73

米
米
米
米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护士 气质好
医生 家境好
教师 家境好
公务员 帅气

85100503 15358777393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 304 室

洁华清洗公司
专业 83578521
13861988195
保洁 十年经验
值得信赖

个人 女 28 168 留学硕士 未 苏州国企职员 温柔优雅 苏通有房 可系统照顾回通
●
征婚 觅大 6 岁以内 本科以上 品正貌端 苏通均可的未婚男士 18936165560

创办早
把关慎
公益心
举措多

口碑好●男
资源丰●男
●男
费用低●男
牵手快●男

28
35
41
43
46

176
180
175
178
179

本
本
高中
大专
大专

未
未
离
离
离

外贸老板
食品老板
鞋子批发
水果批发
服装批发

●男
●男
●男
●男
●男

49
49
50
59
59

171
172
171
176
173

高中
中专
大专
高中
中专

离
离
离
离
丧

海鲜老板
药店老板
装潢老板
彩印厂长
物流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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