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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王子、能源
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
萨勒曼14日确认，石油设施
遇袭“摧毁”沙特大约一半的
原油日产量。政府将动用原
油储备、填补缺口。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
萨勒曼同一天与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通电话，说沙特

“有意愿和能力”应对这类
“恐怖侵略”。

损失严重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
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4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境
内两处石油设施遇袭、触发
大火，火势已经得到控制，没
有人员伤亡。只是，袭击严
重扰乱沙特原油和天然气生
产，日产量的大约50%受到
影响，需动用原油储备、填补
缺口。

按他的说法，依据初步
估算，袭击导致沙特原油日
产量损失570万桶，天然气
日产量损失20亿立方英尺
（5663万立方米）。

也门胡塞武装14日证

实，它当天清晨动用10架无人
驾驶飞机袭击沙特布盖格炼油
厂和胡赖斯地区一处油田。

布盖格炼油厂位于沙特
首都利雅得东北方向大约
330公里，由油气巨头沙特
阿美公司运营。按照这家国
有企业的说法，布盖格炼油
厂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净化
工厂”，处理原油能力达每天
700万桶。

胡赖斯位于布盖格炼油
厂西南方向大约190公里。
遇袭油田是沙特第二大油
田，日均原油产量 100 万
桶。阿美公司说，这座油田
原油储量超过200亿桶。

石油设施遇袭正值阿
美公司加速重新启动首次公
开募股(IPO)计划之际。阿
美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纳
赛尔说，企业已着手恢复油
气生产，进展将在48小时内
更新。

美方关切

袭击发生后，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

强烈谴责当天针对沙特“重
要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向沙特方面表达支持，同时
说美方将确保全球原油市
场稳定供应。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称袭击是“恐怖
侵略”，说沙特“有意愿和能
力”应对。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
奥同一天在社交媒体“推
特”发布文字，把矛头指向
伊朗，声称“没有证据表明
袭击来自也门”，指认“伊朗
正在向全球能源供应发动
空前袭击”。只是，蓬佩奥
没有提供证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
巴斯·穆萨维否认蓬佩奥的
说法。穆萨维说，这类针对
伊朗的“盲目”指认“令人费
解、毫无意义”。

法新社报道，美方剑指
伊朗的做法为特朗普与伊
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近期会
面前景增添变数。特朗普
多次提及，愿意本月晚些时
候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
间会晤鲁哈尼。

（据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15日说，韩国最快将在 16
日开始的一周内正式撤销日
本受信任贸易伙伴地位，即
把日本从获得贸易便利国家
的“白色清单”中除名。不
过，韩国对与日本在“最后时
刻”启动谈判持开放态度。

韩联社以韩国产业通商
资源部官员为来源报道，这
一政府部门已经接近走完将
日本排除出“白色清单”的全
部程序。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8

月14日决定把贸易伙伴分
类从原先的甲、乙两类调整
为甲 1、甲 2、乙三类。其
中，甲1类获得的出口手续
简化待遇不变，相当于原先
的甲类；而甲2类待遇下降，
日本将落入新增的甲2类。
韩联社报道，在韩国近 30
个最高级别甲类贸易伙伴
中，日本是唯一降至甲2类
的国家。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强
调，即便新政策施行后，如果
日本政府提出要求，韩国方

面愿意随时对话。
日本政府7月初把3种

关键半导体工业原材料列
入对韩出口管制对象；8月
初决定撤销韩国受信任贸
易伙伴的地位，把韩国排除
出“白色清单”，8月28日正
式生效。

韩方指责日方不满韩
国法院裁决日本企业赔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强
征的韩国劳工，因而以贸易
手段“报复”韩国。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或将日本从“白色清单”除名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强调“愿意随时对话”

新华社东京9月 15日
电 据《朝日新闻》等媒体日
前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宣
布埼玉县一个养猪场出现猪
瘟疫情。这是日本去年9月
出现猪瘟疫情以来，疫情从
中部地区首次扩散到关东地
区。

埼玉县秩父市一个养猪
场饲养的生猪被销售到山梨
县一个加工厂时被发现异
常。经检查确认，养猪场和

加工厂的异常猪均感染了猪
瘟。埼玉县已从13日晚开
始对该养猪场约680头猪进
行扑杀处理。

2018年9月，日本中部
的岐阜县一个养猪场出现
猪瘟，这是日本时隔26年再
次出现猪瘟疫情。截至目
前，已有包括岐阜县和埼玉
县在内的8个府县报告猪瘟
疫情，涉及约40个养猪场，
总计约13万头猪被扑杀处

理。
猪瘟是一种急性、接触

性猪传染病，以高热、内脏
器官严重出血和高死亡率
为特征，但不会传染给人。
日本农林水产省说，这一轮
猪瘟疫情不是非洲猪瘟。

农林水产省认为野猪
是猪瘟病毒传播关键渠道，
已试图通过向野猪出没地
点撒布含有疫苗的饵料以
阻止疫情蔓延。

日本猪瘟疫情扩散到8府县
关东地区失守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5 日
电 记者15日从文化和旅游部
获悉，2019年中秋节期间，各地
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充足，民俗
活动丰富多彩，赏月和夜游成中
秋假日游关键词。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接待
国内旅游总人数1.05亿人次，
同比增长7.6%；实现国内旅游
收 入 472.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7%。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中秋团圆日、举国欢庆时，全
国各地纷纷举办融亲情思念、家
国情怀、传统文化、地方元素于
一体的庆中秋活动。河南少林
寺景区举行第三届“中秋望月诗
会”，嵩阳书院举办“中秋祈福
弘扬传统”文化活动；福州推出
登高赏月、古厝赏月、露营赏月
等12条赏月主题旅游线路、20
余场文旅节庆活动；第30届上
海旅游节开幕，19个国家和地

区的32支方队参与巡游，吸引
30万市民游客观看。

数据显示，相比五一、端午
等小长假，中秋出游中两代、三
代 同 游 的 人 次 占 比 提 升 约
14%，赏月、夜游成中秋游亮
点。西安、重庆、厦门、成都等城
市成为夜游网红打卡地。周庄
古镇、磁器口古镇、青岩古镇等
古镇配合灯光秀，带游客感受沉
淀古朴的气息。

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中秋
假日期间76.4%的游客参与了
当地“中秋节”文化主题活动。
湖北省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
活动近200场次，惠及100多万
人；上海市115家博物馆对公
众开放，参观总人次达 22.19
万；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艺术
中心采取现场汇演+网络直播
的方式，让观众欣赏到黄梅戏、
徽剧、庐剧、泗州戏、淮北梆子戏
等省内24个地方戏曲剧种的独
特魅力。

新华社成都 9月 15 日电
孩子“开口晚”“说话少”“不听
指令”“不合群”“脾气大”……
在育儿过程中，不少父母都有
这样的困惑。专家提醒，这些
都是儿童语言障碍的表现，需
要早评估早干预。

15日，一场关于儿童语言
障碍的家长培训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医师协会儿科分会专家
李晓静说，儿童语言障碍是最
常见的儿童发育障碍之一。在
2岁-3.5 岁的儿童中，语言发
育 迟 缓 的 比 例 为 13.5%-
17.5%。随着年龄增长，部分
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会在学龄前
自然跟上同龄人的语言发育进
程，而另一部分则有持续的语
言发育困难。在 4岁-7岁的
年龄段，有7.4%-9.4%的孩子
在语言发育方面仍然会大幅度
落后于同龄人，且这一现象很
有可能持续，这些儿童就存在
语言障碍。

成都新世纪妇女儿童医院
儿童保健科主任陈萌新说，家
庭互动是婴幼儿学习语言最主
要的渠道和方式。对于语言发
育落后的儿童，如果家长能够
安排孩子及时接受科学评估，
并配合专业人士积极开展家庭
干预，将取得较好效果。

陈萌新还提醒，家长一旦
怀疑孩子有语言障碍，不要持

“观望”态度，认为孩子长大一
些自然能学会，也不要盲从网
上的信息，在不做全面评估和
诊断的情况下干预，这样往往
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孩子的问
题，反而错过了语言干预的最
佳时机。最科学有效的方法是
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的相关科室
做全面评估，包括语言障碍的
诊断性评估、认知评估、智力测
试和其他神经发育疾病的筛查
等，由儿科医生和言语语言治
疗师根据诊断结果制定最适合
孩子的语言康复计划。

专家提醒：

孩子“开口晚”需早评估早干预

9月15日，游客在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猜灯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