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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23日发布一份
最新气候评估报告，预测气候变化
会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
数以千亿计经济损失。

报告结论与现任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推行的环境和能源政
策大相径庭，引发热议。白宫发言
人随后回应，斥责报告“不准确”。

权威说法
这份报告是最新版美国《国家

气候评估》的第二卷，由美国国会
牵头，由包括美国农业部、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在内的 13 个联

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参与编制。
报告汇总科学研究最新数据，

得出结论：“随着（温室气体）排放
以历史性速度持续上升，一些经济
领域每年损失将在本世纪末前达
到数以千亿美元计，高过许多州现
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报告说，气候变暖将损害人类
健康，毁坏基础设施、水资源和海岸
线，增加农业、渔业、能源业生产成
本；穷人首当其冲，受影响最严重。

报告同时认为“亡羊补牢、为
时不晚”，认定如果能够大幅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完全可以减少损

害，“气候变化未来构成的风险主
要取决于（我们）今天所作决定”。

报告附录去年发表的一份权
威研究，认定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
的主要原因，如果不积极应对，可
能面临灾难性后果。

白宫不服
这份报告与现任美国政府推

行的气候政策背道而驰，引发热
议。白宫发言人琳赛·沃尔特斯当
天晚些时候回应说，这份报告“不
准确”。

沃尔特斯说，最新报告“很大

程度上依据一些最极端的场景，前
提是技术和创新没有突破，人口迅
速增长，有悖早已形成的趋势”。

她说，政府编制下一个版本
《气候评估》时会“纳入更多可能场
景和后果的全面信息”，提供“更透
明和让数据说话”的研究。

接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 2015
年 12 月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提出要把全球平均气温
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幅度控制
在2摄氏度以内，同时为把升温控
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

总统特朗普2017年以《巴黎协

定》对美国经济不利为由，宣布退
出《巴黎协定》，招致国内外批评。
他本人及其内阁多名成员多次在
公开场合声称气候变化的因果关
联“没有定论”。

多家环境保护组织23日呼吁
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地球正义”组
织负责人阿比盖尔·迪伦说：“特朗
普总统继续忽视气候变化威胁的
同时，他领导的政府敲响警钟。这
份报告强调我们第一手看到的事
实：气候变化真实不假，此时此地
正在发生。”

王宏彬 新华社专特稿

美政府气候报告“打脸”特朗普
报告结论与现任总统推行的环境和能源政策大相径庭

新华社华盛顿11月 23日电
美职篮（NBA）23日一共进行了14
场比赛。面对西部“领头羊”开拓
者，已遭遇 4 连败的勇士在汤普
森、杜兰特的带领下一扫颓势，最
终以125：97战胜对手。其余比赛
中，5连胜的火箭客场加时111：116
不敌活塞，东部豪强雄鹿、76人也
在主场纷纷落败。

本场比赛，勇士大将格林、库
里依旧缺席。开场后迈克勒姆手
感火热，与汤普森“针尖对麦芒”，
开拓者也在首节27：24领先。次节
开拓者进攻陷入停滞，勇士借机策
动22：3的攻击波拉开比分。半场
战罢，勇士59：44领先。

易边再战，汤普森单节砍下15

分，帮助勇士带着 19 分优势进入
末节。第四节争夺，开拓者一度不
断蚕食分差，但在杜兰特的穿针引
线下，勇士的角色球员纷纷挺身而
出。最终勇士125：97力克开拓者
终结连败。

杜兰特全场轰下 32 分 8 个
篮板 7 次助攻，汤普森也有 31 分
进账。

火箭与活塞时隔 1 天再度相
遇，比赛却依旧难解难分。末节尾
声格里芬命中3分球，但戈登的突
破上篮将悬念拖入加时。加时赛
中，格里芬连续肆虐篮筐，布洛克
也能命中远投，最终活塞主场116：
111完成“复仇”。

此役哈登独得 33 分，“饼皇”

卡佩拉得到 29 分 21 个篮板；活塞
内线“双煞”格里芬、德拉蒙德合砍
51分29个篮板。

面对西部垫底的太阳，坐镇主
场的雄鹿114：116惨遭绝杀。尽管
安特托昆博延续高效表现全场砍
下 35 分 10 个篮板，但老将克劳福
德在最后时刻中投命中完成绝杀，
本场比赛太阳共有7人得分上双。

另一支东部劲旅76人同样爆
冷输球，在主场以112：121不敌骑
士。此役恩比德、西蒙斯等4员大
将得分均超过20分，但骑士全场3
分命中率达到50%，并在篮板数上
超出了11个之多。此次败仗也是
76人本赛季首次主场失利。

面对来访的黄蜂，雷霆在第

三节一度建立 13 分的优势，但肯
巴·沃克帮助客队在末节缩小了
比分。最后时刻，马文·威廉姆
斯、沃克先后错失关键远投，雷霆
109：104 惊险获胜。威斯布鲁克
砍下全场最高的30 分12个篮板8
次助攻。

其余比赛中，凯尔特人114：96
战胜老鹰，止住3连败的同时送给
了后者10连败；猛龙主场125：107
轻取奇才；步行者100：111不敌马
刺；森林狼112：102力克篮网迎来
客场首胜；快船112：107加时擒下
灰熊；公牛主场96：103负于热火；
尼克斯 114：109 战胜鹈鹕；掘金
112：87大胜魔术；湖人90：83力克
爵士。

勇士大胜开拓者止连败
东部豪强雄鹿76人主场爆冷落败

■ NBA常规赛

昨天，由潮州市体育局主办，潮州市足球协会承办的潮州市第十九届
体育节——亲子足球嘉年华活动在市人民广场举行，来自市足协足球小
将青训营的近百名小球员与家长齐心协力，在二人三足、运球接力、定点
射门、带球绕桩等活动项目中大展身手，吸引了大批观众围观喝彩。据了
解，本次亲子足球活动是市第十九届体育节系列活动之一，旨在推广普及
足球运动，促进我市足球运动更好发展。本报记者 黄春生 摄

亲子足球为体育节添彩

新华社洛杉矶 11月 23日电
（记者 高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
防局23日说，本月8日在加州北部
燃起的山火“坎普”造成至少 84 人
死亡，共烧毁1.8万多栋建筑物，目
前已基本熄灭。

根据加州消防局当天早上公布
的最新数据，“坎普”山火的过火面
积超过 620 平方公里，在山火燃烧
过的地区已找到84具遇难者遗体，
山火共烧毁民宅约1.4万栋、商业建
筑500多栋、其他建筑4200多栋。

目前失踪人员名单上仍有600
多人。加州有关部门官员多次表
示，失踪人员名单可能存在重复统
计或名单上的失踪人员只是暂时失
联等情况。

根据加州消防局当天的情况通
报，近日的降雨为灭火工作创造了
有利条件。目前“坎普”山火 95％
的火势得到控制，仍有约1600名消
防员在火区进行收尾工作。

加州地方政府官员提醒居民山
火灾区可能发生洪水和泥石流等灾
害。目前，当地政府已允许居民返回
部分过火地区，但同时提醒他们将面
临断水、断电、通信不畅等问题。

美国加州北部
山火基本熄灭
造成至少84人死亡

据新华社巴黎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张曼）法国总统府23日发布
公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立即
向西非国家贝宁归还26件文物。

公告说，这批文物是1892年法
军从贝宁前身达荷美王国的贝汉津
宫殿掠夺的，贝宁政府此前曾要求
法国归还。法国将采取切实措施及
必要的法律手段来确保文物的顺利
归还，并同贝宁分享文物保护经验。

2017年11月，马克龙在布基纳
法索瓦加杜古大学发表演讲时表
示，在未来 5 年之内希望向非洲国
家归还文物的条件能够成熟。他随
后委托法国艺术史学家贝内迪克
特·萨瓦和塞内加尔作家费勒维内·
萨尔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3日，两位专家向马克龙提交
了关于非洲文物归还问题的报告。

公告说，马克龙收到这份报告后
委任法国文化部和外交部完成相关
后续工作，并敦促博物馆迅速展开非
洲文物清点工作，加强和欧洲其他国
家合作。

马克龙推动和承诺归还文物一
度成为法国媒体热议焦点，部分媒
体认为这与法国“公共遗产不可让
与”的原则相违背。

2016年贝宁政府曾要求法国归
还殖民时期掠夺的数千件艺术品，
但法国政府拒绝归还，理由是这些
文物已经成为法国国家公共遗产，
按现有法律需尊重“不可让与”和

“不受时效限制”原则。

法决定向贝宁
归还26件文物

11月23日，一名国民军士兵在位于阿富汗霍斯特省首府霍斯特市的一家医院接受救治。
阿富汗政府消息人士23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阿东部霍斯特省境内当天发生一起针对清真寺的袭击事

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33人受伤。遭袭的清真寺位于阿富汗国民军在该省的一处营地内，大部分死伤者都
是国民军士兵。 新华社发

阿富汗一清真寺遭袭击致12死33伤

据新华社巴黎11月23日电
（记者 张曼）在巴黎召开的国际
展览局第164次全体大会23日投
票选举日本大阪为2025年注册类
世界博览会主办城市。

2025 年世博会共有日本、俄
罗斯和阿塞拜疆三个国家提出主
办申请。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一
轮投票中，未能有候选国获得首
轮胜出所需的三分之二及以上选

票，得票最少的阿塞拜疆首都巴
库被淘汰。在随后的第二轮投票
中，日本大阪以92票比61票击败
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继 1970 年举
办世博会后再度成为这一盛会的
主办城市。

大阪世博会将于2025年5月
3 日至 11 月 3 日举行，以“构建未
来社会，想象明日生活”为主题，
围绕“健康生活的多种方式”和

“可持续社会经济系统”两大核心
探索如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预计接待访客2800万人次。

国际展览局管理下的世界博
览会主要分为两种：注册类（综合
性）世博会和认可类（专业性）世
博会。注册类世博会要求更为严
格，每5年举办一次，2010年上海
世博会和2015年米兰世博会均属
于注册类世博会。

2025年世博会主办权投票结果出炉

日本大阪再成主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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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欧洲联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草案在议会遭遇阻力，不
少议员认定英方“让步过多”，威
胁投反对票。

按照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3
日的说法，她不会以自己的职位

“赌”议会通过协议草案，而将集
中精力争取议员支持。

避谈“辞职”
特雷莎·梅23日接受英国广

播公司采访，谈及“脱欧”协议草
案等事宜，同时回答主持人和听
众提问。

主持人三次追问如果草案在
英国议会遭否决，她是否会辞去首
相职位，特雷莎·梅拒绝把两者挂
钩：“我没有考虑自己，我在思考怎
样让协议通过，这一协议有利于我
们国家。我把重点放在这里。”

路透社报道，英国与欧盟的
“脱欧”协议草案在欧盟方面遭遇
来自西班牙的阻力，在英国国内
面临更大障碍。如果议会不予通
过，英国明年 3 月 29 日恐将面临

“无协议脱欧”。
草案遭遇执政党保守党内多

名主要成员反对。因不满草案辞
职的前“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

克·拉布23日说，他预期草案将在
议会下院遭否决。

保守党执政盟友北爱尔兰民
主统一党同样表达不满。党首阿
琳·福斯特说，这一政党在表决中
不会支持现有草案。保守党在议
会下院单独掌握议席不到半数，
依赖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联
盟勉强维持微弱多数。

坦承“难眠”
面对各方压力，特雷莎·梅在

采访中坚称现有协议是“最佳方
案”，继续与欧盟谈判不会有更好
结果：“如果协议未获通过，我们
将回到原点。那样，我们只会有
更多不确定性、更大分歧。”

答复是否真的认为英国离开
欧盟会更好时，特雷莎·梅予以肯
定。按她的说法，英国届时每年
不必再向欧盟支付费用，在贸易
等方面重新掌握自主权，“可以与
全世界做生意”。

她接听一名听众的电话提问
时承认，“脱欧”谈判让她几乎每
天晚上都在后半夜入眠。如果

“脱欧”协议草案得以通过，她将
与丈夫菲利普“出去喝一杯”，庆
祝一番。 张旌 新华社专特稿

“脱欧”面临表决
英首相拒下赌

据新华社新德里11月24日
电（记者 赵旭）印度南部卡纳塔
克邦门迪亚地区24日发生一起客
车坠河事故，造成至少25人死亡，
其中多数为学生。

据当地媒体24日报道，事故

发生在当天中午12时30分左右，
这辆载有至少30名乘客的公共汽
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冲进路
旁的运河。

据统计，印度每年有超过 15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

印度南部一客车坠河
至少25人死亡，其中多数为学生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
者 刘金辉）中国女子职业篮球联
赛（WCBA）24日展开第14轮常规
赛的较量，广东队客场以79：66战
胜天津队，豪取14连胜，继续刷新
女篮联赛连胜纪录。卫冕冠军北
京女篮主场以63：82不敌八一队，
遭遇3连败，八一队取得5连胜。

在广东队与天津队的比赛中，

仅取得一场胜利的天津队没有给
领头羊带来什么麻烦。广东队首
节便占据主动，以 30：17 结束首
节。第二节，天津队的状态有所回
升 ，半 场 结 束 时 广 东 队 领 先 11
分。第三节，广东队将优势扩大到
15分。第四节，虽然天津队奋力反
扑，但因实力上的差距最终落败。

广东队有4人得分上双，李月

汝和迪拉娜均砍下 16 分，王禛和
刘格婷均拿下10分。天津队仅两
人得分上双，陈晓华获得12分，韩
紫琪拿下11分。

在北京队与八一队的比赛中，
八一队从第一节开始便取得领先，
第二节进一步将分差拉大。第三节
结束时，八一队已领先12分。第四
节，八一队单节领先7分，锁定胜局。

北京队中只有外援摩根·塔克
得分上双，拿下17分。八一队中3
人得分上双，金佳宝砍下全场最高
的 23 分，孙梦然和张丽婷分获 19
分和12分。

在另外几场比赛中，山东队以
80：62 战胜四川队，河北队 74：92
不敌新疆队，大庆队以80：68战胜
辽宁队，福建队以66：89惨败于山
西队，河南队90：71大胜陕西队，武
汉队 76：99 负于上海队，浙江队
54：70不敌江苏队。

本轮之后，广东队继续领跑积
分榜，八一队和江苏队紧随其后，
武汉队14连败，排名垫底。

WCBA广东豪取14连胜
继续刷新女篮联赛连胜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