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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气象监测记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死谷
国家公园 16 日最高气温达到 54.4 摄氏度。按照程
序，美国气象部门今后数周将对这一数值进行确认，
如果证明记录无误，这将是该地区1913年以来的最高
气温。

英国《卫报》17日援引多名气象专家的话报道，美
国国家气象局一处气象站的自动监测数据显示，死谷

16日15时41分气温达到54.4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
局随后在一份声明里说，该数值属于初步记录，要待
确认后才能成为正式记录。

死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是全球最热的区
域之一。上个月，死谷连日酷热，导致多辆汽车因发
动机过热出故障。

死谷国家公园管理局介绍，死谷植被稀少，特殊

的地形影响其夏季气温。“那里是一片狭长的盆地，最
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 86 米处，四壁是又高又陡的山
岭”，热量易聚难散。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兰迪·切尔韦尼告诉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就我目前掌握的所有情况，
最新高温记录很可能经得起检验。”

美国气象学家克里斯托弗·伯特说，美国国家气
象局将在今后几周详细检查这一高温数据，而他个人
认为数据比较准确，建议气象局“初步接受这一监测
结果”。

据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有记录以来的死谷最高气
温出现在1913年7月10日，达到56.7摄氏度。这不仅
是死谷的最高气温，也创下全球地表气温最高纪录。

利比亚阿齐济耶地区 1922年 9月 13日曾测得地
表气温 58 摄氏度，这一数据此后长期被科研人员认
为是全球最高地表气温。不过，世界气象组织详细评
估后于2012年9月宣布这一数据无效。

（据新华社专特稿）

16日加州死谷温度达到54.4摄氏度，是美107年来记录
到的最高温度

美国死美国死谷或录谷或录罕罕罕 见见见 高温高温

◀游客在死亡谷
恶水盆地游览。

新华社/路透

▲一名男子在死
亡谷恶水盆地附近的
地面上煎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
加装电梯。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指导意见》，加装电梯也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近期多地出台
措施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取得一定效
果。但仍存在政策效果不实、市场规范不
严、利益协调困难等“堵点”。

多地出台措施促加装电梯“提速”
“感觉近来加装电梯速度变快了。”上

海市漕河泾街道的冠生园小区 251 号楼
楼组长沈阿姨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当前多地推出措施促加
装电梯“提速”。

为改善申请加装电梯时“一人拦全
楼”的情况，上海、成都、合肥等多地将加
装电梯的业主意愿“门槛”放宽为“专有部
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占总户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上
海、济南等地支持减免 1层等低层用户加
装分摊费用，鼓励住户按楼层阶梯式承担
费用，引导住户更快达成共识。

在上海，周家渡街道用数字化平台收
集群众意见，让相关居民使用手机扫一扫
就能查询加梯政策、进程、邻里意见等。

在成都，主管部门会积极协调相关产
权管理单位对电梯安装过程中涉及的水、
电、气、通讯等管线迁改予以政策支持和
优先办理；积极协调解决施工期间出现的
各类矛盾问题等。

济南市即将出台新的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办法，明确了建设单位只需提交“申
报表、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和规划设计
方案”就可申请办理规划审查手续，节省
了加装审批时间。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 2019年立项 624
台，超过往年累计立项总和；济南市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开展近 3年来，共计开
工建设 720 部，其中 562 部电梯已投入使
用；2020年成都市政府计划在中心城区增
设150台电梯，截至5月全市已有112台投
入运行。

加装电梯提速仍存“堵点”
——部分措施效果不实。成都、合肥

等地均要求满足“双三分之二”标准启动
加装程序外，必须同时满足“其他居民无
异议”。上海等地的社区干部向记者反
映，实际工作中，若不能争取到全部居民
同意则加装无法动工。“这不还是‘一票否
决’吗？”一位加装电梯意愿受阻的居民无
奈地说。

另外，记者发现，部分地方尝试采取
先由企业全额或部分出资安装电梯，电梯
启用后，再按一定标准向业主收费这种

“代建租用”运营模式，效果不佳。“不少小
区连物业费都收不起来，我们再去向业主
收费就更难了。”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不少企业对参与此种运营方式意愿不
高。

——行业市场不够规范。据业内人
士透露，由于各地财政对加装电梯给予大
力补贴，但对市场主体资质监管却未能完
全跟上，部分企业鱼目混珠，“混”进市场
牟利。

济南市民杨磊告诉记者，他居住的小
区在加装电梯时遭遇过一家没有施工资
质的“草台班子”：电梯是从别处买来、施
工人员是零散工人、作业技术不专业且效
率低。“这支施工队完成基础施工就卷钱
跑了，工程闲置了半年多，工具和垃圾在

小区单元门口一堆就是好几个月。”杨磊
说，此后更换了正规施工企业，工程才得
以顺利完工。

济南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像这样的
“草台班子”“仅山东这半年多就‘跑路’了
10多家。”

——加装过程流程不畅、人手不足。
据上海市徐家汇街道潘家宅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朱瑾介绍，“一栋楼加装电梯，全程
约需要1年半到2年时间。”上海市漕河泾
街道冠生园路居委会主任茅伟新表示，加
装电梯涉及绿化带、电、煤气、水等管网移
位，流程复杂、周期较长，但该居委会只有
4名工作人员，人力捉襟见肘。

“此前我们多次到城市档案馆调取工
程所需图纸都被拒绝，后请求区建交委开
具介绍信后才办成。”朱瑾希望，各部门能
形成合力，让办事人少跑几趟腿。“部门支
持，办得就快；个别部门拿不准，进度就
慢，需要通过托熟人等方式协调。”

——业主利益协调不易。部分低层
住户担忧加装电梯会导致院落被占、噪声
增大、采光受损，不愿同意加装。部分住
户则担心加装电梯会导致低层房产贬值，
造成经济损失。“当初买房，金三银四，为
最佳楼层，家里有老人上了年纪，一楼也
有优势。但加装电梯后，五六七层涨价成
黄金楼层，一二楼房价则可能惨跌。”

茅伟新告诉记者，目前加装电梯成功
的案例中，不少楼栋的一层是商户，这大
大降低了沟通难度，但“真正的硬骨头还
没啃”。

破解矛盾需综合施策
多名专家表示，打通加装电梯提速

“堵点”可尝试在几方面发力。

加强沟通与综合治理意识。多地基
层工作者表示，“取消一票否决，并不能消
除反对意见；如果居民们不能实现最大程
度共识，未来社区治理压力只增不减。”

有社区相关工作负责人建议，推动
加装电梯“提速”应与小区综合治理相
结合。“比如改善小区绿化带，集约利用
空间增加车位，并对低楼层居民在停车
上予以更多方便等。采用更有弹性、更
柔性化的处理方式，力争让所有业主都
有获得感。”

加强市场监管，落实居民安全保障。
山东正迅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汤修贵告
诉记者，老楼加梯涉及土建基础施工、特
种设备安装、电梯专业维保等多方面，环
节众多、工艺复杂，且风险控制难度大，回
报周期长。“草台班子”不仅搅乱市场秩
序，更易导致严重安全风险。

上海市房管局局长王桢建议，由于加
装电梯按楼栋施工，同一小区最好能协调
使用相对统一的电梯品牌、施工方、维修
方，如果“20栋房子用20个牌子”，不但后
期维护成本高，风险也大。

创新市场运营模式，加强技术标准指
引。多名企业负责人建议，政府应活用政
策工具加强加装电梯运营模式创新，如明
确社会资本作为“特许经营商”或“垂直交
通服务商”的权责利边界，细化工程技术
规范、合同文本、居民费用分摊比例、使用
收费标准等具体内容。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
筑物改造装饰所所长裴兆贞建议,各地应
对电梯加装的技术标准和行为进行规范，
既让从事电梯加装的企业有据可循，也让
监管部门在对电梯加装的规范管理上有
规可依。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政策效果不实 市场规范不严 利益协调困难

打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速“堵点”刻不容缓

据新华社日内瓦 8 月 18
日电 17 日至 21 日，《武器贸
易条约》第六次缔约国大会由
于新冠疫情原因通过书面方
式召开。中国首次以缔约国
身份与会并提交书面发言。

17日，中国裁军大使李松
分别与缔约国大会主席、阿根
廷常驻日内瓦代表比列加斯
和条约秘书处负责人德拉德
拉通电话。李松表示，中国高
度重视常规武器引发的人道主
义问题，对军品出口采取慎重
负责态度并实行严格管理。中
国积极支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
措施规范国际武器贸易，打击
非法武器转让。中方全程参加

《武器贸易条约》谈判，为条约
达成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条约
生效后作为观察员积极参加
历届缔约国大会。中国于今年
7月 6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交存加入书，开启了与条
约关系的新篇章。这是中国
积极参与全球武器贸易治理、
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的重要

举措，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支持
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决心和诚意。

比列加斯和德拉德拉热
烈欢迎中国首次以缔约国身
份与会，强调中国加入是该条
约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对提振国际社会对《武器
贸易条约》信心、促进条约普
遍性意义重大，期待中方全面
参与条约框架下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支持条约机制建设，
分享中国经验，进一步推动多
边军控进程。

中国在书面发言中就进
一步加强《武器贸易条约》提
出三点主张：一是持续提高条
约普遍性和有效性，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与援助；二是加强联
合国框架内常规武器军控机
制的互动协作，积极支持联合
国在常规军控方面发挥核心
作用；三是进一步强化负责任
的武器贸易理念，呼吁各国不
向非国家行为体出售武器，停
止借军售干涉主权国家内政。

中国参加《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大会

据新华社贝鲁特 8 月 17
日电（记者李良勇）据黎巴嫩
媒体 17 日报道，该国海关关
长达希尔因涉嫌黎首都贝鲁
特港口区爆炸案于当天被捕。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
道，负责贝鲁特港口区爆炸案
调查的法官索万当天在对达
希尔进行约 4 个半小时问询
后下令将其逮捕。

索万迄今已对 25 名涉案
人员提出指控，其中包括前海

关关长迈尔希、贝鲁特港总经
理库雷特姆等。据报道，索万
将于 18 日对库雷特姆等人展
开问询。

贝鲁特港口区 4 日傍晚
发生剧烈爆炸，迄今已造成至
少 177 人死亡、6000 多人受
伤，另有数十人失踪。爆炸具
体原因目前仍不清楚。多名
黎巴嫩官员提及，大约 2700
吨硝酸铵自 2014 年起便存放
在贝鲁特港口区仓库内。

涉嫌贝鲁特港口区爆炸案

黎巴嫩海关关长被捕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秋季学期开课
仅一周，17 日宣布取消本科生面授课程。
由于美国新冠疫情近期反弹明显，先前陆
续复课的多所大学疲于应对在学生宿舍、
校外酒吧等场所出现的聚集性感染，已有
不少大学宣布恢复线上授课，避免病毒进
一步传播。

被迫重开网课
北卡大学查珀尔希尔校区本月 11日

开始新学年，校长凯文·古斯基威克兹 17
日在校园网致信学生，宣布大学将在 19
日转入远程教学模式，愿为想要离校的学
生做安排。这所大学有1.9万名本科生。

校方声明说：“我们已强调，假如有需
要改变计划……我们不会犹豫，但并非轻
率作出（面授转线上）决定。”

开学一周以来，该校共报告 130名学
生和 5名职工确诊感染新冠，学校诊所病
毒检测阳性检出率从 2.8%上升至 13.6%，
所幸其中大部分学生“症状轻微”。校方
说，以上聚集性病例出现在学生宿舍和社
团会所等地。

校方发声明前，学生报《柏油脚跟日
报》报道北卡大学聚集性感染事件，称学
生周末聚会引发感染并不让人意外，校方
本应在学期一开始就采取“仅限线上指
导”的教学模式。其社论说：“我们大家都
预见会发生这种事。”

北卡大学系统 17 个成员之一、位于
布恩的州立阿帕拉契亚大学教授代表会
议 17 日表决通过对校长谢丽·埃弗特的
不信任投票，主要理由是埃弗特在校区出
现疫情后没能关闭校园。会议声明说，教
授们“关注点从民众生计和学校声誉转向
大家的生命”。

北卡大学系统另一成员、东卡罗来纳
大学校方 17 日报告，一间学生宿舍内出
现聚集性感染，但还没说明是否考虑转向
线上教学。

校园防疫挑战
北卡大学不是复课后暴发疫情的第

一所美国大学。进入夏季以来，华盛顿
州、加利福尼亚州、密西西比州的大学重
开后，其学生社团会所已出现聚集性感

染，凸显教育机构控制疫情传播时面临的
挑战：年轻人聚在一起吃住、学习、玩乐，
在本地疫情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聚集性
感染风险尤其显著。

位于斯蒂尔沃特的俄克拉何马州立
大学也在一处校园外的“姐妹会”社团会
所发现 23 例新冠病例，校方已隔离住在
会所内的所有学生，禁止他们离开。上周
末在网上广泛传播的一条视频显示，没戴
口罩的大学生们蜂拥而入当地一家夜店。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市长沃尔特·
马多克斯特地请求亚拉巴马大学的橄榄
球迷们加强防疫：“就算你不想保护自己、
你的家人、朋友和数以千计人的工作，或
许你也会想保护橄榄球赛季，好让比赛今
秋举行。”

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圣母大学学生8
月初刚回到校园，迄今已出现 58 例确诊
病例。校方说，传染源可追溯至一周多前
至少两场学生校外聚会。圣母大学主管
公关事务的副校长保罗·布朗说，大学准
备对这类聚会的主办人采取停学等纪律
处分。他说，校方“打造了非常强有力的

健康保护链，但这类聚会反映出链条中的
薄弱环节”。

教师抵制复课
美国迄今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540 万

例，病亡病例逾 17万例，不少州确诊病例
数维持高位。联邦政府仍坚持督促各大
学开放校园，一度出台新规，要求所在大
学只上网课的留学生不得居留美国，后遭
多所大学诉讼抵制而作罢。

不少计划8月或9月开学的美国大学
和中小学已决定采取远程教学，部分原因
是当地教师工会反对恢复面授教学。亚利
桑那州一个学区遭遇部分教师“请病假”
抗议后，宣布取消17日重开学校的计划。

佐治亚州切罗基县学区确诊病例增
加，导致近三分之一学生被隔离，截至 16
日已有三所中学宣布取消课堂教学，整个
学区将学校开放日期从 17 日推后至 8 月
31日。全县学校本月受到美国媒体关注，
社交媒体上传播的画面显示，该县中小学
生挤在教学楼走道里，许多人没戴口罩。

（据新华社专特稿）

陆续复课的多所大学疲于应对在学生宿舍、校外酒吧等场所出现的聚集性感染，不少学校因教师
抵制复课宣布取消课堂教学——

疫情难控 美多所大学恢复网课

8月17日，由于停电导致道路交通信号灯失灵，斯里兰卡科
伦坡多条道路出现交通拥堵。由于当地一个变电站输电系统出
现技术故障，斯里兰卡17日中午发生全国性停电事故，停电持续
约7小时。 新华社发

斯里兰卡发生全国性停电事故

据新华社微特稿 新西兰
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18 日说，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
新西兰疫情所发表言论“显然
不对”。

在 17 日一场竞选集会
上，特朗普就他的反对者以
新西兰为样板批评美国防疫
不力发起反击。“你们现在看
看新西兰正在发生什么，”特
朗普对他的支持者说，“（疫
情）在新西兰大反弹。这很
可怕。我们不想出现这样的
情况”。

新西兰是较早采取严格
“封城”措施以遏制新冠疫

情扩散的国家之一。截至
本月 11 日，新西兰连续 102
天无本土新增病例，但随后
陆续出现本土病例，迫使政
府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并宣
布原定 9 月举行的国会选举
延后。

针对特朗普的说法，阿德
恩告诉记者，特朗普的说法

“显然不对”，新西兰疫情不能
与美国疫情相提并论。“任何
关注新冠疫情及其在全球传
播情况的人都不难看见，新西
兰一天增加 9 例，与美国（每
天新增）上万例没有可比性。”
她说。

把新西兰当作“反面教材”

新总理批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