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

的一艘俄罗斯飞船11日发射失

败。目前，俄救援人员已找到

紧急着陆的两名宇航员，两人

均平安无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

消息，莫斯科时间当天11时40

分（北京时间16时40分），载有

宇航员的“联盟MS－10”飞船

由“联盟－FG”型运载火箭从哈

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

升空。起飞约119秒后，火箭第

一级分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

流罩被抛下，但火箭第二级的

发动机突然关闭，此后乘员舱

与火箭紧急分离，并抛出降落

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

国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
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
还，他们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驻

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

距哈萨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

卡兹甘约20公里，俄一个空降

兵小组率先乘飞机抵达，并在

伞降后找到飞船乘员舱。目

前两人已经出舱，经初步检查

均没有受伤，状况良好。他们

将被送往拜科努尔的宇航员

医院进一步检查，然后回到莫

斯科。

据悉，这是1983年以来俄

载人飞船首次发射失败。据俄

“国家采购”网站发布的消息，

俄航天部门为此次发射购买了

保险，其投保费为1.433亿卢布

（1美元约合67卢布），保险赔

偿金为46.55亿卢布。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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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大幅

下挫。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国债收

益率近期持续攀升并维持在高位运行，

市场担忧未来利率或将继续上升，削弱

企业盈利能力，加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等因素，市场避险情绪明显上升，投资

者纷纷抛售股票等风险资产。

当天道指创下8个月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标普500指数出现五连跌，并创下

自今年2月8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纳

斯达克指数则创下自2016年6月24日

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美债收益率上

行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强劲，

以及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近日重
申渐进加息防范经济风险等表态的推

动。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且幅

度超乎预期，一方面令市场担

忧利率将继续上升，从而增

加企业借贷成本，削弱其

盈利能力，同时还可能

推高债务违约率，增大

市场风险。另一方面，

这也或将促使投资者

抛售股票，购买收益

更高的债券。

此外，近来贸易紧

张局势加剧也令上市公

司未来盈利面临的不确

定性增加，加大了投资者

担忧。

（新华）

美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引发股市暴跌
新华社雅加达10月11日电 印度尼西亚东爪

哇省附近海域11日凌晨发生6.3级地震。印尼抗

灾署说地震已经造成3人死亡。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测得本次地震震

级为6.0级，震源深度为9公里。印尼抗灾署发言

人苏托波在一份声明中说，地震已造成3人死亡，

震中附近数个县市的多座房屋受损。

他说，本次地震持续2至5秒，诗都文罗和周

边县市震感强烈。地震发生时当地百姓正处于熟

睡之中，一些人来不及避难。遇难者均是被倒塌

的房屋压埋致死。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发生大小地

震数千次。印尼中苏拉威西省栋加拉县9月28日

发生7.4级地震，地震一度引发海啸，目前已经造

成2045人死亡。

印尼附近海域发生6.3 级地震
已致3人死亡

环球博览

阿富汗北部爆发枪战
致14名军警死亡

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官
员11日向媒体证实，一伙塔利
班武装人员日前在该省卡莱
伊扎尔地区与军警发生枪战，
交火造成至少14名军警死亡，
另有12名军警受伤。

据悉，这是卡莱伊扎尔地
区近期第二次发生类似事
件。塔利班武装人员10月5
日晚在该地区和军警发生交
火，造成7名军警死亡、5人受
伤。

阿富汗将于本月20日举
行国民议会选举，该国塔利班
组织日前呼吁民众抵制选
举，威胁将在选举期间袭击
特定目标。据联合国驻阿富
汗援助团10日在官网发布最
新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9月，
阿富汗各类武装冲突和其他
暴力事件已造成包括妇女、儿
童在内的8050名平民死伤。

（新华）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电 美国国家科学、

工程和医学学院10日发布了一份“宇宙生物学战

略报告”，建议扩大对地外生命的搜索范围。

这份196页的报告应美国国会要求撰写，报

告认为美航天局应结合该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

升级寻找地外生命的筛选标准。

目前，搜索以水和氧气为生存条件的碳基生

命仍是地外生命搜寻的主流。

报告提出要探测“缺能”生命或分布稀疏的生

命，如无机化能营养或食岩生命，尤其要关注行星

表面下可能存在的生命。

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行星地表下的生命形

式可能存在多样性，火星表面下存在液体，且表面

下有水的行星和卫星中存在支持生命的地质作用

等。

美机构提出
搜寻地外生命新战略

新华社达卡10月11日电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快速审判法庭10日对2004年导致至少24人死亡

的手榴弹袭击案进行宣判，判处19人死刑。

根据法官当庭宣读的判决，包括两名前任部

级官员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反对党民族主义

党执行主席、前总理卡莉达�齐亚之子塔里克�拉
赫曼等19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1人被判处数

年监禁。

警方表示，在两起相关案件中共有52人被起

诉，其中3人已在其他案件中被执行死刑，另有31

人被逮捕，此外还有包括拉赫曼在内的18人在

逃。2004年8月21日，孟两大政党之一的人民联

盟（人盟）在达卡举行集会时遭手榴弹袭击，导致

至少24人死亡、300余人受伤，人盟领导人、现任

总理哈西娜幸免于难，但耳部受伤。

孟加拉国手榴弹袭击案宣判
19人被判死刑

特朗普言辞激烈地批评
美联储加息政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10

日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

政策过紧，并说美联储已

经“疯了”。特朗普此举

引发外界对总统干预美

联储独立性的担忧。

特朗普说，当天美国

股市经历了一次意料之

中的“修正”，他表示“真

的不同意美联储的做

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尚未对特朗普的言论作

出回应。

特朗普近期多次公

开批评美联储加息政策，

打破了长期以来白宫回

避评论货币政策的传统，

并引发外界对总统是否

干涉美联储货币政策独

立性的争议。

多数经济学家和市

场人士预计，美联储将在

12月进行今年第四次加

息。

（新华）

10月10日，在瑞士迈林根空军基地附近，瑞
士空军直升机进行飞行表演。迈林根空军基地
是瑞士主要空军基地之一，位于阿尔卑斯山区。
每年秋末，瑞士空军都会在这里进行飞行训练表
演。 （新华）

意机构呼吁吸引移民
应对老龄化问题

意大利研究机构莱昂内－
莫雷萨基金会10日发布研究
报告说，移民对意经济贡献巨
大，意需要更多移民来应对人
口老龄化问题。

这份名为《移民对经济影
响》的年度报告说，去年移民劳
动力占意大利劳动人口的比例
达10.5％，移民贡献了国内生
产总值的8.7％，移民开办企业
数占总企业数的9.2％。

该基金会专家基娅拉�特
龙金说，目前意大利劳动人口
与退休人口的比例是3：2，到
205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1：1，
届时国家养老金体系和福利制
度将面临巨大考验。

特龙金说，目前年轻移民
从事的多是对技能要求不高的
工作，与意大利工人没有竞争
关系。报告指出，意大利移民
中有大学学位者的比例仅为
11.8％，未来意大利应吸引更
多高素质移民，并改善现有移
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新华）

多国签署《罗马宣言》指导“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
新华社罗马 10月 10日电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论坛

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调解规则评议研讨会”10日在罗

马举行。经过充分讨论，会议签

署并发布了针对“一带一路”国际

商事调解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里

程碑式文件《罗马宣言》。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是以项

目需求为引导、以国别产业政策

为保障、以专业研究为基础、以多

边合作方式组织实施的多层次资

源配置服务平台。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自

2015年启动以来，已通过联合海

内外咨询、法律、会计、金融、科

技、企业、商会和政府机构，集中

优势资源，协助中国和沿线国家

的企业在“一带一路”经济区域投

资、合作、创办实业、并购、融资过

程中，评估投资环境和识别投资

风险，提出应对策略，提供专业的

系统服务。

该机制主席王丽当天在致辞

中表示，意大利是古丝绸之路连

接中国和西方世界交流的重要支

点，也是很多法律规则的发源地，

《罗马宣言》的签署见证了东西方

的和谐共赢与国际调解事业的最

新发展。

她表示，“一带一路”国际商

事调解中心设立的初衷就是以东

方智慧吸收现代调解国际经验，

构建符合国际法治并能够满足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需

要的调解制度和运行平台。

《罗马宣言》由来自亚洲、欧

洲、美洲和非洲12个国家20余个

机构代表共同签署。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意大利

共同主席安杰洛�博尼索尼强调，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并不局

限于意大利与中国，而是基于国

际视野的全球服务。

飓风“迈克尔”对美国东南沿岸各州造成大面积破坏
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11日

电 4级飓风“迈克尔”10日从美

国佛罗里达州北部沿海地区登

陆后，狂风和暴雨给美国东南沿

岸各州带来大面积破坏，佛罗里

达州1名男子被刮倒的树砸中身

亡。目前“迈克尔”已减弱为热

带风暴。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通报

说，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日18

时，佛罗里达州约有38.8万用户

失去电力供应，邻近的佐治亚州

和亚拉巴马州也分别有4.6万和

4.5万用户停电。随着风暴移动，

受停电影响的用户预计将持续增

加。

美国媒体报道说，“迈克尔”

对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造成了大

面积破坏。折断的树枝、被连根

拔起的树木及散落的电线随处可

见，有的房屋屋顶被风掀起或者

被刮倒的树木砸坏。

“迈克尔”10日中午以接近5

级飓风的强度从佛罗里达州北部

沿海地区登陆，带来风暴潮、狂风

和暴雨。“迈克尔”是近一个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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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至少51人

丧生。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