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分类广告

年 月 日

2018 10 11

IMF 警告全球金融稳定风险上升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9日
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
月9日警告，过去6个月以来全球
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已经上升，
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可能会进一步
推升金融稳定风险。
IMF当天发布半年度《全球金
融稳定报告》说，与今年4月份发布
上一份报告相比，全球金融稳定面
临的近期风险有所增加，但金融状
况总体上依然宽松，仍有利于近期

经济增长。不过，如果新兴经济体
面临的压力上升或贸易紧张局势
加剧，那么风险可能急剧增加。
报告指出，4月份以来，随着
美国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以及贸
易紧张局势加剧，一些新兴市场
经济体经历了证券投资流入的逆
转。但在全球风险偏好高涨的环
境下，市场压力到目前为止仅集
中于那些外部失衡严重、政策框
架薄弱的经济体。如果发达经济

体金融状况收紧的步伐显著加
快，近期风险则将大幅增加。
报告警告，投资者可能低估
了全球金融环境突然大幅收紧的
风险。目前贸易争端对金融市场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但
如果市场参与人士开始认识到贸
易紧张局势将持续更久并重新定
价，全球金融环境可能大幅收紧，
这将加大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
定面临的风险。

报告指出，全球金融稳定和
经济增长面临的中期风险依然高
企。多年来积累的一些脆弱性可
能因金融状况的突然急剧收紧而
暴露出来。在发达经济体，主要
的金融脆弱性包括非金融部门杠
杆水平较高且在不断上升，信贷
发放标准持续恶化，以及一些主
要市场的资产价格过高。此外，
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外部借款继续
增加，也面临外部融资风险和贸

国际视窗
易紧张局势的冲击。
报告建议，为进一步提高全
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应完成金融
监管改革议程，并避免改革出现
倒退。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
金融监管，以充分应对潜在系统
性风险。同时，监管机构必须关
注新的风险，包括网络安全、金融
科技以及审慎监管范围之外的其
他机构和业务活动可能给金融稳
定造成的威胁。
（新华）

环球博览
3 级飓风
“迈克尔”
逼近美国佛罗里达州

据美国气象部门 10月 9日
最新消息，飓风“迈克尔”已增强
为3级并仍在继续增强，可能以
接近4级的强度从美国佛罗里达
州北部沿海地区登陆。“迈克尔”
预计将给墨西哥湾东北部沿海
地区带来破坏性风暴潮、狂风和
暴雨。
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 斯科
特表示，“迈克尔”可能是几十年
来袭击佛罗里达走廊地区最具
破坏性的飓风。美国联邦紧急
措施署官员表示，佛罗里达州预
计有50万人被要求或建议撤离。
“迈克尔”将成为近一个月
来登陆美国本土的第二个大西
洋飓风。9月中旬，1级飓风“弗
洛伦斯”从美国东海岸的北卡罗
来纳州登陆，缓慢掠过北卡罗来
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已造成至
少51人丧生。
（新华）

婚后容易迅速“胖起来”是
许多人都有的体会。德国一项
大规模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婚
姻状态的变化的确会对体重有
所影响。据德国《法兰克福汇
报》网站近日报道，为考察婚姻
与体重变化之间的关系，德国马
克斯 普朗克教育研究所、曼海
姆大学、莱比锡大学、德国经济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共分析了2万
名德国人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
的时间跨度长达16年。
研究发现，在婚后前4年，夫
妻的体重增速通常为婚前独居
时的两倍，且这一效应不受年
龄、健康状况、精神状态、体育锻
炼频率和生育状况的影响。
研究报告称，婚姻状态的变
化往往意味着日常饮食习惯的
变化，例如夫妻会共进早餐，通
常每个人吃的都比独居时多，而
独居者可能经常不吃早餐，或者
吃得很简单。与之相应，研究还
发现离婚或分居也会对体重产
生影响，男女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容易降至接近婚前或同
居前水平。研究人员认为，这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人在单身
状态为了寻找伴侣会更重视保
持体形。
（新华）

越南芹苴
潮水泛滥

陀螺仪失灵 哈勃望远镜停工维修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9日
电 美国航天局日前表示，由于陀
螺仪再次出现故障，哈勃太空望远
镜已暂停运转。目前航天局正寻
找解决方案，以恢复其科研运转。
美航天局说，美国东部时间5
日下午6点（北京时间6日上午6
点）后，哈勃望远镜又有1个陀螺
仪确认出现故障，导致望远镜进
入安全模式，暂停所有科学观
测。美航天局表示，近一年来，这

个陀螺仪一直表现不佳，此次失
灵也在意料之中。此前，其他2个
同款陀螺仪已经失灵。
哈勃望远镜于1990年进入太
空，上面装有6个陀螺仪用于瞄准
和保持自身稳定。美国在2009年
利用航天飞机对哈勃望远镜进行
最后一次维护，宇航员为哈勃望
远镜更换了6个新的陀螺仪。一
般来说，哈勃望远镜有3个陀螺仪
正常运转就能维持精确的观测活

动，但即便只有1个陀螺仪运转，
哈勃望远镜仍可工作。
除上述3个同款陀螺仪外，哈
勃望远镜的另3个陀螺仪由于从
技术上进行了加强升级，预计运
行寿命更久。不过，美航天局说，
目前这3个陀螺仪中有2个运转正
常，另1个陀螺仪运转不达标。美
航天局戈达德航天中心和太空望
远镜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
进行分析和测试，确定解决方法。

在此期间，哈勃望远镜暂停
运转。美航天局说，如找到解决
方法，哈勃望远镜将恢复3个陀螺
仪的运转模式。如仅剩2个正常
的陀螺仪，哈勃望远镜将进入单
陀螺仪模式，这会导致其观测太
空的视野变窄，但对整体科研能
力影响有限。
美航天局同时表示，目前哈
勃太空望远镜上其他设备功能正
常，未来数年内仍可使用。

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卫星碰撞风险
美媒称，2009年2月，两颗速
度接近每小时 1.7万英里（约合
2.74万公里）的卫星在西伯利亚
上空482英里处相撞。
据《科学美国人》月刊网站10
月4日报道，其中一颗是运行中的
美国通信卫星“铱星33”。另一颗
是更重的、废弃的俄罗斯军用卫
星，名为“宇宙2251”。对太空科
学家来说，这次碰撞令人警醒。

报道称，这一超高速碰撞导
致两个太空轨道飞行器变成包含
2300个物体的碎片云。这引起了
其他科学家——气候科学家——
的注意，因为高空大气的变化会
增加空中撞击的风险。目前有
2.1万块可追踪的太空碎片，大小
不一。
正如位于弗吉尼亚州汉普顿
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兰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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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资深科学家马丁 姆温恰
克最近所言，空中二氧化碳排放
的增加正在导致卫星经常在其中
运行的一层高空大气逐渐降温。
好消息是，降温将使那里的空气
密度降低，可能延长现有卫星的
寿命。坏消息是，快速堆积的太
空垃圾也因此得以保留下来，这
些垃圾本来可能会沉入低层大气
并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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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欧洲航天局的一项研究更直
截了当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如果
‘一切照旧’，将导致近地轨道上
的物体数量逐步、不受控制地增
加，而碰撞会成为主要的碎片来
源。”
该机构提议，为避免出现这
一问题，应从2023年开始清除来
自太空飞行器的潜在碎片。
（新华）

俄否认在利比亚
有军事部署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0月10日电 俄联

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孔
德拉季耶夫9日说，俄在利比亚没有也不计划进
行军事部署。
针对英国媒体日前披露俄罗斯向利比亚派遣
军人的报道，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日援引孔德拉
季耶夫的话说，俄方未曾向利比亚派遣军人也无
此计划，俄罗斯也未收到利比亚官方有关邀请，英
国媒体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英国《太阳报》日前报道，俄罗斯向利比亚派
遣了数十名军事情报人员并试图把利比亚变成
“新叙利亚”，以期向西方施压。

德国卫生部门呼吁民众
接种流感疫苗
据新华社柏林10月10日电 德国联邦健康教

育中心日前呼吁民众及时接种流感疫苗。2017
年冬天，德国总计有约900万人次流感就诊量，该
中心认为流感的危害被低估。
调查显示，流感疫苗接种率低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民众认为流感不是大病。
该中心主任海德龙 泰斯说：“流感不是普通
感冒，而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去年冬天流感流行
的事实提醒我们，不能低估流感的危害。”联邦健
康教育中心就此提醒民众，流感病毒传染性极高，
可快速传播，还会引起心肌和肺部感染，特别严重
的病例还可能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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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9日说，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
会晤将在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后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艾奥瓦州参加集会活动途
中对媒体表示，他与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将在美
中期选举后举行，自己现在忙于选举事务，无法抽
身外出。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国
务卿蓬佩奥访朝期间和金正恩的会谈“非常好”，
美朝正就会晤制定计划，目前有三至四个备选地
点，但会晤不太可能再次在新加坡举行。
今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并
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
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达成一致。特朗普
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则重申致力于
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9日发布公告说，警方抓获了一个专门暴力抢劫华
侨华人的犯罪团伙，目前在对11名涉案人员进行
讯问。公告说，该团伙在8月19日至10月2日期间
实施了13起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抢劫。巴黎警方
8月接到数起报案，其作案手法类似，这些案件随
后交由巴黎北郊的奥贝维利耶市警察局调查。
据调查，该犯罪团伙通常在受害者驾车离开
工作地点或餐厅时进行跟踪，在其抵达住所后实
施暴力抢劫。受害者均为当地华侨华人。警方通
过分析作案手法、地点及时间，最终锁定了一个由
11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9
日表示，使馆方面已接到巴黎警方有关这一案件
的情况通报。使馆再次提醒在法华侨华人提高防
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

分类广告
旅游

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在美中期选举后举行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9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

巴黎警方抓获
一抢劫华侨华人的犯罪团伙
据新华社巴黎10月9日电 法国巴黎警察局

▲10月9日，在越南南部芹苴市，人们骑摩托车经过积水的道路。近日，受季节性涨潮的影响，越南南部一些省市出现道路被淹、房屋积水
等现象，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新华）

婚后容易发胖
“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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