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8 日袁在法
国巴黎袁 人们走过
路边的打折季广告
牌 遥 当日 袁 法 国
2020 冬季打折季正
式拉开帷幕袁 将持
续至 2 月 4 日遥 法
国反对政府退休制
度改革方案的罢工
活动仍在继续袁地
铁尧 火车和飞机停
运严重遥

高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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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窑莫里森
6 日说袁 近几个月来在该国四处蔓
延的林火已经造成至少 24 人遇难遥

截至目前袁 这场大火过火面积
约 600 万公顷袁 相当于两个比利时
的面积遥死于大火的哺乳动物尧鸟类
和爬行动物估计达 5 亿只遥 受林火
影响袁澳大利亚多地被烟霾笼罩袁首
都堪培拉空气质量一度在全球主要
城市中排名垫底遥

干旱和高温固然是造成此次林
火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袁 但政府应
对不力也遭到当地专家和民众的诟
病遥

反应迟缓缺统筹
去年 12 月初袁新南威尔士州已

经有 80 多处火情袁其中一半未得到
控制遥 而当时参与灭火的 2700 名消
防人员中大部分都是志愿者遥

有专家指出袁 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明显低估了这次林火的规模袁救
灾工作反应迟缓袁 很长一段时间缺
乏统筹协调遥

前总理马尔科姆窑特恩布尔建
议总理莫里森袁 要在全国范围内协
调消防工作遥 特恩布尔说袁目前的火
情已经是国家安全问题袁野联邦政府
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袁 这个问题需要
有人牵头冶遥

在舆论压力下袁 在大火蔓延几
个月后袁 莫里森才于 1 月 6 日宣布
设立一个负责救灾和重建工作的新

机构袁并承诺将为救灾先期拨款 20
亿澳元渊约合 13.8 亿美元冤遥 此外袁
澳军方组织了由近 3000 名预备役
军人组成的救灾队伍遥 莫里森称袁这
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动员预备役军人
参与林火救灾遥

但在林火肆虐的新南威尔士
州袁该州农村消防局专员沙恩窑菲茨
西蒙斯表示袁 自己竟然是看媒体报
道才知道预备役军人将参与救灾遥
野这太让人失望了遥 我们花了很长时
间同官方联络人员沟通袁 试图了解
执行细节遥 冶

不够重视惹人议
墨尔本大学教授罗德窑基南在

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袁 应对林火主
要有三方面工作院防灾尧救灾与灾后
重建遥 澳政府主要做的工作是后两
方面袁 而在防范林火问题上准备不
足遥

据报道袁澳应急部门从 2016 年
起就一直要求获得更多资源袁 空中
消防中心也曾要求组建一个大型灭
火飞机队伍袁但这些请求都被拒绝遥
有些地方的消防员甚至要靠众筹来
购买基本消防设备遥

另外袁去年年底袁正当林火在澳
大利亚各地肆虐之时袁 该国民众突
然发现莫里森不见了袁 政府事务由
副总理代管遥 有消息称袁莫里森去了
美国夏威夷度假遥

愤怒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起

关键词为 野莫里森去哪儿了冶 的行
动袁 数千人聚集到他的住所门前等
他回来遥 虽然莫里森很快取消了度
假袁但不久袁一张他举杯与亲友一起
庆祝新年尧 观赏悉尼焰火的照片又
引发网民的不满遥

近日袁莫里森到灾区视察灾情袁
消防员拒绝与他握手遥 野回你的官邸
去吧遥 那里怎么没有被焰火烧掉钥 冶
一位居民说遥

能源政策受诟病
澳大利亚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

同规模的林火遥 专家认为袁澳大利亚
频繁发生林火与气候变暖关系密
切遥 在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上袁澳大利亚承诺到 2030 年其温室
气体排放水平与 2005 年相比将降
低 26%到 28%遥 但环保人士认为袁这
一承诺对于控制气候变化来说依然
不够袁 需要通过压缩煤炭产业规模
等措施来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遥

目前袁 澳大利亚出口的煤炭约
占全球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袁 煤炭
行业是财政收入重要来源袁 因此澳
政府拒绝压缩煤炭产业规模遥

对此袁澳前外长朱莉窑毕晓普批
评说院野我们没有国家层面应对气候
变化的能源政策遥 如果像澳大利亚
这样的国家都不能起到表率作用袁
我们就很难在该领域指责其他国
家遥 冶 白旭

遭美国军方袭击身亡的伊朗高
级将领卡西姆窑苏莱曼尼灵柩 7 日
运抵他的故乡要要要伊朗东南部城市
克尔曼,准备下葬遥 民众送葬游行过
程中发生踩踏事故, 已造成至少 40
人死亡,200 余人受伤遥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
播放的画面显示, 克尔曼街头人群密
集,许多人身着黑衣,为苏莱曼尼送行遥

两具包裹旗帜的棺木送抵克尔
曼野自由广场冶,供人群瞻仰,其中一
具棺木据信属于准将侯赛因窑普尔
贾法里遥 他是苏莱曼尼在伊斯兰革
命卫队下属野圣城旅冶的亲信助手遥

数以万计送葬民众把克尔曼的
大街小巷堵得严严实实, 以致发生
踩踏事故遥 伊朗紧急服务部门主管
皮尔侯赛因窑库利万德告诉国家电
视台,送葬队伍过于拥挤,已致 32 人
死亡尧190 人受伤遥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晚些时候
报道,死亡人数升至 40 人,伤员达到
213 人;同时,政府担心更多踩踏事
件发生,决定推迟下葬时间遥 苏莱曼
尼将安葬在克尔曼的烈士陵园遥

前一天, 苏莱曼尼的正式葬礼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至少 100
万人涌上街头,参加追悼遥 80 岁高龄

的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窑
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大学带领追悼人
员祈祷,泪洒现场遥

伊朗国民议会 7 日通过决议 ,
向苏莱曼尼生前领导的野圣城旅冶注
入相当于 2.44 亿美元的活动经费遥

苏莱曼尼长期担任野圣城旅冶指
挥官,在伊朗享有野民族英雄冶地位,
西方认为他是伊朗在中东尧 西亚地
区操控布局野亲伊阵线冶尧扩大影响
力的关键人物遥 苏莱曼尼和助手 1
月 3 日乘车离开伊拉克巴格达国际
机场时遭美军无人机发射导弹袭击
身亡,终年 62 岁遥 刘辉

绎工信部 8 日对外通报, 拉勾招聘
等 15 款 App 发现存在侵害用户权益问
题且未完成整改遥 工信部要求,相关 App
应在 2020 年 1 月 17 日前完成整改落
实工作遥 对逾期不整改的,工信部将依
法依规处置遥 这 15 款 App 分别是拉勾
招聘尧天涯社区尧风行视频尧一点资讯尧
飞贷尧云南招考尧寒山闻钟尧爱青岛尧江
油都市网尧快视频尧男衣库尧知米背单
词尧luckin coffee尧绿城生活尧金程网校旗
舰版遥

绎2019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
继续增长,码洋规模达 1022.7 亿元,同比
增长 14.4%,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遥 叶2019
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曳8 日在京发布遥
报告显示, 网店图书零售码洋规模增长
较快, 同比增长 24.9%, 规模达 715.1 亿
元; 实体店继续呈现负增长, 同比下降
4.24%,规模为 307.6 亿元遥 2019 年,图书
价格呈上升趋势 , 新书定价中位数从
2018 年的 40 元上涨至 45 元遥

绎叶经济参考报曳1 月 7 日刊发题为
叶民航发展预期指标:2020 年旅客运输量
7.1 亿人次曳的报道遥 文章称,运输总周转
量 1390 亿吨公里尧旅客运输量 7.1 亿人
次尧货邮运输量 76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7.5%尧7.6%和 1.3%,起降架次增长控制在
6%左右遥 这是 1 月 6 日举行的 2020 年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确定的新一年民航
发展主要预期指标遥

绎北京 CBD 功能区总部企业达到
550 家,其中跨国公司总部达 88 家,占北
京全市的 50%遥 2019 年 1 月至 11 月,外
资企业税收近 450 亿元, 超过功能区税
收总额的 40%,CBD 外资企业数量不断
增加, 支撑作用愈加凸显遥 据介绍,2019
年,叶北京商务中心区高精尖产业指导目
录曳(2019 版)出台,形成叶高精尖招商引资
目录曳,指导写字楼招商遥 截至目前,已吸
引佳能中国尧德勤北京公司尧丰田金融服
务 (中国) 等 70 家重点企业落户遥 北京
CBD 去年新注册外资企业超过 600 家,
外企总数超过 1 万家遥

绎1 月 7 日袁 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
览会渊CES冤7 日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遥
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由美国消费
技术协会渊CTA)主办袁是世界上最大尧影
响最广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和技术展袁吸
引了全球优秀的消费类电子厂商和 IT
核心厂商参加遥 美国的英特尔尧亚马逊袁
中国的 TCL尧海信袁日本的索尼尧丰田袁
德国的奔驰尧 宝马袁 韩国的三星尧LG 等
4400 多家企业袁争相展示最先进的技术
理念和产品袁向世界宣告它们的竞争力遥
来自中国的数百家企业携带自己的拳头
产品惊艳亮相袁 引起参展商及观众的广
泛关注遥

绎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 66 个城市
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 私家车保有量
突破 2 亿辆遥 据统计,全国汽车保有量
达 2.6 亿辆 , 与 2018 年底相比 , 增长
8.83%遥 其中,私家车(私人小微型载客
汽车)保有量达 2.07 亿辆 ,近五年年均
增长 1966 万辆遥全国 66 个城市汽车保
有量超过百万辆 ,30 个城市超 200 万
辆,其中,北京尧成都尧重庆尧苏州尧上海尧
郑州尧深圳尧西安尧武汉尧东莞尧天津等
11 个城市超 300 万辆遥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81 万辆,新
能源汽车增量连续两年超过 100 万辆,
呈快速增长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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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肆虐数月
澳政府应对不力挨批

苏莱曼尼归葬故乡
葬礼踩踏致死 4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