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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应客观理性评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果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针对欧洲议

会日前表示已“冻结”有关批准中欧投资协
定的讨论，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
研究员周晓燕表示，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
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有利于世
界，中欧双方应对谈判成果及其对未来中
欧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客观理性评判。

周晓燕说，中欧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
迫切需要高水平的经贸安排。2020年，中
欧经贸合作克服疫情影响，展现出强大韧
性。中国与欧盟贸易额增长4.9%，达到
6495亿美元，中国首次跃居欧盟第一大贸
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57亿美元，中
国对欧直接投资47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
超过2000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出，中欧
经贸关系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良好发展格局，需要中欧双方加强“顶层设
计”，为相互投资提供制度性支撑和保障。

“中欧投资协定是高水平的，将为双方
企业提供巨大机会。”周晓燕说，在协定中，
双方都作出富有雄心的市场开放承诺，包
括未来具有广阔合作空间的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汽车、金融服务、医疗养老、环保服
务等领域，这些都是欧盟企业具有竞争优
势的领域。协定将为双方企业赴对方市场
投资提供空前广阔的市场机会。根据有关
调查，绝大多数欧盟企业表达了进一步扩
大对华投资的愿望，中国企业也希望进一
步开拓欧洲市场。
周晓燕还表示，中欧投资协定在规则

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达成的共识，将为中欧
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新动力。双方就公平竞
争、金融监管、行政执法等方面规则达成一
致；同意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履行多边承
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这
将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营商环境，坚定企业合作信心，使包括中欧
企业在内的全球产业界从中获益。”她说。

在周晓燕看来，疫后世界经济复苏也呼
唤中欧投资协定早日落地。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
力。中欧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均
表示支持构建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欧投
资协定是疫后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重大成
果，双方应继续负责任地推动有关规则落地，
展示出双方共同应对挑战、坚持对话协商、支
持多边主义的立场，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
大正能量。
“中欧投资协定历经7年谈判达成，双方

都付出巨大努力，成果来之不易，在欧盟内部
获得了广泛支持。”周晓燕说。她援引中国欧
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的话——“中欧投资协定
确实为欧洲企业提供了更多市场准入机会，
也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打开通道。”她表

示，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
所等欧洲智库对协定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
谈判结果符合欧洲议会此前的授权和期待。

周晓燕还说，她注意到，在欧洲议会决议
通过后，欧委会发言人表示，欧洲议会的投票
并没有标志着协定“终结”，欧委会仍然认为
协定将给欧盟带来益处。“德国联邦经济和能
源部长阿尔特迈尔表示，希望与中国获得对
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德国工业联合会也表示
仍然支持中欧投资协定。”她说，“据了解，目
前协定签署生效前的法律审核和翻译等技术
准备工作仍在正常推进。”
“总的来说，虽然目前中欧投资协定后续

进程出现了一些波折，但协定符合中欧共同
利益仍是各方共识。我期待，围绕协定的讨
论能回归客观理性，也相信通过中欧双方共
同努力，协定能够尽早落地，造福双方企业和
人民。”周晓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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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3日，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造成遇难人数已达21人

一场越野赛为何成“夺命跑”？

23日12时许，甘肃白银市景泰第四届
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公共安
全事件前方应急指挥部宣告搜救行动结
束，最终确认遇难参赛者21人，其中不乏
一些国内优秀运动员。生命的意外凋零，
令人惋惜和震惊。

172人参赛，21人遇难。这场超10%
参赛人员遇难的“夺命”越野赛，到底是怎
么发生的？是天灾还是人祸？

超10%参赛人员遇难
22日9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72名越野

跑运动员，踏上了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举办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
征途。这段坡陡弯急、险峰林立的赛事，曾
被中国田径协会授予“自然生态特色赛事”
“中国马拉松铜牌赛事”。

然而，开跑仅3小时，“有几个人已经没
有意识，口吐白沫了”“速来救援”“CP2山
顶”等消息，便在该赛事工作群中炸了锅。

白银市市长张旭晨介绍，当时百公里越
野赛高海拔赛段20公里至31公里处（即24公
里的CP2附近），突遭灾害天气，短时内、局地
突降冰雹、冻雨，并伴有大风，气温骤降。

13时30分左右，景泰县中泉镇葫麻水
村村支书王钦林接到发生险情附近的常生
村村支书通知后，迅速组织村民赶往支援。
葫麻水村村民卢有铎等人，在救援途中发现
3人冻死。穿着棉衣的村民，还未登顶，便已
感觉寒冷，体感温度在零摄氏度左右。

14时左右，已距求救信息发布后2小
时，赛事组委会在派遣景区应急队伍抵达
CP2山顶后，调取参赛人员GPS点位情况
研判，才进行停赛处理。

18时左右，初步统计发现已接回139
名参赛运动员，仍有33人失联。

22时左右，10余人已确认遇难。
事故发生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关

注，启动应急预案。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带队赶往事发现场，组织开展救援处置。
随后，甘肃省委、省政府成立现场指挥部及
7个工作组。

23日1时左右，指挥部已确认151人安
全，但剩余21名参赛人员伤亡情况仍未明
晰。经过2个多小时后，指挥部明确剩余
21名参赛者中有16人遇难，5人失联。随
后，遇难参赛者增加至20人。

23日9时许，最后一名遇难者遗体被
找到。指挥部确认，遇难人数达到21人。

参赛人员回忆惊魂时刻
“砰”，22日9时发令枪响，李鹏程（化

名）和其他跑友从起点出发，欢欣鼓舞，满
面春风。谁知道，这场比赛，无人完赛。

参赛前一天，天阴风疾，第三次参赛的
“老将”李鹏程想起了东北老家阴风之后必
有暴雨的农谚。但看着这次赛程路线和补
给点设置，在咨询过裁判和当地人之后，他
并没有把天气放在心上。微风化为阵风，
李鹏程说，他按着节奏调整着呼吸，迈步上
路，心里还想着这次能拿第几名。

13时左右，李鹏程刚跑过CP2，突然大
风伴随着雨点，扑面而来。李鹏程不得不
双手牢牢抓住地面，不安在心中蔓延开
来。寒冷，是他唯一的感知。一路相伴的
许多跑友身上披着保温毯，有人瑟瑟缩缩
躲在坡下避风，但薄薄的保温毯挡不住呼
啸的狂风，稍不留神，便被大风吹散开来。

冷，好冷，眼看着就到了CP3，求生欲
完全战胜了胜负心，李鹏程决定退赛。这
是他最庆幸的决定。
想走出“鬼门关”难如登天。李鹏程只

能和一名身穿白衣的男跑友抱着取暖。搀
扶着走了不久，冻麻了的身体已开始失温，
意识模糊的李鹏程半途晕厥。
挣扎着睁开双眼，李鹏程已经躺在病

床上，打开手机，才知道有好几个跑友再也
没能回来。
另一名参赛人员李健（化名）告诉记者，

上山后很早的时间，海拔在1500到2300米
左右，就在CP2到CP3爬升的时候，恶劣天气
就很明显了，山上下起了冰雹、刮大风，天气
反常得可怕，温度顶多三四摄氏度。李健
说，很多人直接被吹成了滚地葫芦，已经有
选手开始退赛。最终，李健也选择了下山。
下山时李健手机没电了，体力透支加

上浑身湿透，他已经处于半迷糊状态，本能
支撑他往前挪。李健狠狠咬着腮帮子，踉
踉跄跄没几步，又摔在地上，把头撞破了。
血流进嘴里，咸腥味让李健清醒了一下，正
在这时，他遇到了救援队的队员。
“当时我已经看不清下山的路了，很多选

手躺在赛道边，有些可能已经去世了。”李健
说，直到下山后，他才缓过神来，才在跑友微
信群中得知，不少选手已经失联找不到人。
白银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李渊慧表

示，此次搜救最困难之处在于被困人员距
离比较远，路程中仅有部分路段可通行小
汽车，到达补给点后只能采取步行。搜索
过程中基本采取步行，该地地形地貌非常
复杂，夜间十分危险且很多地方没有通信
信号，只能采用卫星电话。

仍有四大疑问待解
搜救虽已宣布结束，但此事件无疑难

以画上句号。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公
众仍有一些疑问待解。
——疑问一：天气预报为何未能有效

发挥预警作用？
有参赛人员说，参赛前一天，天气很阴

沉，于是便咨询当地人，对方说这里风一过
就是晴天，所以便没有在意。景泰县气象
局局长康永学介绍，为赛事提供了信息专
报，曾作“大风蓝色预警”。

甘肃一著名户外俱乐部负责人宋明
说，极端天气预测是大型体育赛事应对突
发状况的前提之一，此次事件最大的失误
是运营方没有对气象部门提供的预警做出
正确预判。
——疑问二：赛道保障是否完备？补

给站设置是否合理？
有参赛人员回忆，过了第二个打卡点，

风大得只能双手抓地，冻得浑身发僵，裹上
保温毯也没用，直至晕厥失去意识。

此次越野赛活动对参赛者列了一个装
备清单，冲锋衣等保暖装备仅作为建议选项，
而没有作为强制装备。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
闲与旅游学院户外运动教研室主任布和认
为，对于没有带相关装备的参赛者来说，遭遇
极端天气就会措手不及。按照预定计划，参
赛者晚上才到达赛道补给站，最险要的地方
又没有其他补给站，这是不合理的。
——疑问三：举办方叫停比赛是否

及时？
记者采访的参赛者均表示，他们在失

去意识或受伤前，并未接到举办方叫停比
赛的通知。22日12时参赛人员在微信群里
发布求救信息，14时举办方才叫停比赛。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体育赛事活动与安
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李圣鑫
说，与往常马拉松赛事不一样的地方是，此
次马拉松越野赛更具有极限运动的特点。
对于这类比赛遭遇特殊天气情况，应该有
暂停或中止比赛的预案。
——疑问四：有无应急救援预案？救

援能力够不够？
李圣鑫说，极限运动项目的赛事安全

管理与应急救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有关
部门必须加强对救援预案的赛前审查。宋
明认为，从此次救援情况看，救援保障无法
第一时间抵达，也是这次赛事造成严重后
果的重要原因。据新华社兰州5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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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坎帕拉5月22日电（记者 张改萍）为海外中国公民
接种新冠疫苗的“春苗行动”22日在乌干达正式启动，345名在乌
中国公民当天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
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临时代办陈会新当天在启动仪式上说，

祖国始终心系海外游子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落实“春苗行
动”，中国驻乌使馆积极与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中资企业商
会、中国社团联合会和援乌医疗队等认真筹备，志愿者甘于奉献，
充分体现了在乌机构和侨胞的齐心协力和勇于担当。
陈会新表示，中国驻乌使馆将一如既往地为旅乌侨胞和中资

企业提供保障服务和做好疫情防控支持工作。他同时提醒完成新
冠疫苗接种的侨胞继续做好疫情防护。
在现场接种疫苗的旅乌侨胞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对海外

侨胞的关心关爱。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在乌同胞长期承受着较
大防疫压力。此次能接种来自祖国的疫苗，大家深感振奋和自豪，
也对在乌就地抗疫有了坚定信心，表示将在接种疫苗后继续遵守
防疫规定，稳步推进复工复产。

“春苗行动”在乌干达启动
345名中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加德满都5月23日电 中国扶贫基金会23日在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启动“紧急社区氧气站”项目，帮助该国抗击新一
波新冠疫情。

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基金会计划
与当地政府合作，向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的加德满都、巴格马蒂省
和第二省的十多个社区提供医疗设备援助，目前已为加德满都两
个社区提供氧气瓶、个人防护装备、面罩、口罩和消毒机等。

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主任邹志强表示，尼泊尔新一
波疫情来袭后，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持续增多，该国氧气瓶、
医疗设备和药品等医用物资目前十分短缺。

她说，基金会“紧急社区氧气站”项目第一阶段结束后，还将为
社区开展消毒、发放食品包和卫生用品包等。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7598例，累计确诊513241例；新增死亡193例，累计死
亡6346例。

中国扶贫基金会助尼泊尔抗疫

“紧急社区氧气站”来了

“北溪-2”天然气管道继续铺设

美豁免对俄一公司制裁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3日电（记者 鲁金博）俄罗斯媒体23

日援引俄罗斯“北溪-2”股份公司消息说，“福尔图娜”号铺管船已
开始继续在德国水域铺设“北溪-2”项目天然气管道。

报道说，“福尔图娜”号铺管船当前正根据许可证和当地主管
部门的声明铺设管道。德国方面的监管机构已批准该公司继续施
工，在德国水域进行长度为2公里的建设。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19日表示，美方
决定对参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北溪-2”股份公司及其
负责人马蒂亚斯·瓦尔尼希予以制裁豁免。“北溪-2”股份公司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附属企业，总部设在瑞士。

据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布林肯在与财政部长
耶伦商议后决定免除对该公司及其负责人的制裁，称“此举符合国
家利益”。报告说，因为实施这一制裁将影响美国与德国、欧盟和
其他欧洲盟友伙伴的关系。

不过，这一报告仍将4艘俄罗斯船只和4个俄实体列为制裁
目标。布林肯当天也重申了美方反对“北溪-2”项目完工的立场。

美国政府指认“北溪-2”是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项目，多次要求
德国放弃这一项目，并对项目参与方实施制裁。德国和俄罗斯则
表示该项目为商业项目。俄政府称美方阻挠“北溪-2”项目意在
挤占俄罗斯能源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美国天然气。

意大利北部

缆车事故造成13人死亡
据新华社罗马5月23日电（记者陈占杰）意大利高山救援队

23日说，该国北部皮埃蒙特地区当天发生一起缆车事故，已造成
13人死亡。该救援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事故发生在皮埃
蒙特的马焦雷湖附近。救援队发布的照片显示，出事缆车掉落在
一个陡坡上。
事故发生时，缆车正从湖边的斯特雷萨镇往莫塔罗内山顶运

送游客，该观光行程通常需要20分钟。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报道
说，事故发生在离山顶约300米处。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 周
圆）记者23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
输部派出的现场工作组已于22日晚分别
抵达云南漾濞县、青海玛多县震中，并立即
开展公路抢通保通、物资运输保障等工
作。目前，云南境内因地震受损的高速公
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已全部抢通，截至23日

11时，青海境内G0613西丽高速公路共玉
段坍塌的野马滩1号大桥、野马滩2号大
桥，车辆可经并行的G214线通行，S219省
道花吉线坍塌的昌马河大桥预计23日晚
抢通便道，其他路段已全部抢通。
截至发稿前，云南省交通运输部门已

投入应急保障人员近1500人次，紧急调配

236辆客货车开展运输保障；青海省交通运
输部门已投入应急保障人员1800余人次，抽
调13辆普通货运牵引半挂车辆和1辆大型冷
藏运输车运送帐篷1230顶、棉衣裤2700套、
综合救援物资3.1万余套。交通运输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巩固抢通保通成
果，制定完善方案，随断随抢、随抢随通。

新华社昆明5月23日电（记者严勇）5
月21日，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发生6.4级地
震。据云南省文旅厅介绍，截至22日18
时，全省暂无游客及文旅从业人员伤亡，大
理州共妥善安置景区游客5359人。

记者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经初步排查，截至目前，全省暂无游客
及文旅从业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大理州
共妥善安置景区游客5359人，旅行社团
队40个。此外，丽江市接应疏散安置旅

客600余人。据初步排查，楚雄、普洱、红
河、昆明辖区未发现因地震造成的游客滞
留情况。

目前，大理州各级文保单位暂无安全事
故发生。除漾濞县石门关4A级景区和漾濞
县各类文化服务场所暂停对外开放外，全州
其他县市景点景区、餐饮酒店、各类文化场所
正常开放。

据新华社西宁5月23日电（记者李宁）
记者从5月23日召开的青海玛多“5·22”地
震抗震救灾第四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第
二轮初步核查，截至23日10时，灾区已避险
转移安置群众2万余人。目前，抗震救灾工
作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各方救援力量已送
达灾区的救援物资共有棉帐篷、棉大衣、棉被
褥、防寒服等12个种类31461件（顶、套）。灾
区市场商品供应货源基本充足，能够保障10
天左右居民生活需求。灾区寄宿制学生、民
政福利机构老人及儿童已全部妥善安置；青
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各类车辆70台，
296名指战员、12902件（套）装备器材已抵达
灾区；解放军、武警官兵共出动286名，已部
署在玛多县展开抢险救援。

云南 因震受损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已全部抢通

大理 妥善安置游客5359人

青海玛多
救援持续推进

新华社广州5月23日电（记者徐弘毅）广州市荔湾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3日晚通报，广州新增1例无症状感
染者，系21日确诊病例郭某的丈夫。通报称，初步判断郭某为境
外输入关联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通报称，23日下午，广州市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系之前确
诊病例郭某的丈夫陆某，已于21日作为密接人员集中隔离，判定
为密切接触者之后第三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已转至广州
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观察。经流行病学调查，陆某活动轨迹与郭
某基本一致。

据通报，结合病例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和基
因测序结果，经专家组综合评估，初步判断荔湾区锦龙社区郭某为
境外输入关联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其病毒属于在印度出现的新冠
病毒变异株，不排除是意外暴露造成偶发感染。

通报称，截至5月23日18时，疫情涉及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累
计采样128072份，已完成115573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广州23日晚通报

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