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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国吞全球暖化恶果 富国拒赔偿
西方工业化破坏环境 欠发达地区临生存威胁
【本報訊】綜合BBC、路透社、《衛報》報道：英美等發達國家自工業革
命起大肆排放溫室氣體，釀成的惡果卻主要由窮國承擔。在聯合國氣候大會
上，有發展中國家的談判代表向媒體透露，富國一邊對外高喊「過程要透
明」，另一邊在閉門會議中拒絕賠償窮國的暖化損失，令人沮喪。
▶2 0 1 9年 東 非 國 家 莫 桑 比 克 的 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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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突破性感染急增 未打针童或成传播源
【本報訊】綜合報道：英國新冠疫
情未受控，其中突破性感染病例，即完
整接種疫苗後仍然感染的病例愈來愈
多，尤其是家中有孩童、現時大多年約
40多歲的人士，相信與英國仍未開放兒
童打針，兒童染疫後傳染家人有關。有
見及此，英國正加快為民眾接種新冠疫
苗加強劑。專家提到，即使出現突破性
感染，疫苗仍然有助身體更快康復，亦
即可降低演變重症的機會。
疫苗可以保護人體，避免感染後演
變重症或死亡，不過並非百分百預防感
染，病毒仍有機會在免疫系統作出反應
前就感染人體。根據英國衞生安全局
（前稱英格蘭衞生部）數據，目前在大
部分年齡層中，突破性感染病例的數字
都較8月中旬時更高，在40至49歲人群中
增幅最高，在截至10月31日的4周間，有
2.1%完整接種人士確診，較8月中時的
1.1%高 90%；其他年齡層的升幅則介乎
22%至56%。

未打針確診比例多13%

▲兒童染疫後有機會傳染家人。 資料圖片

倫敦帝國學院的學者則就住戶間的
病毒傳播進行研究，並在上周刊於期刊
《刺針傳染病》。研究發現，若一名已
打針人士與一名有病徵的新患者同住，
便會有25%機會感染，若已打針的患者有
病徵，同住的未打針人士亦可能受感
染；總體而言，打針後確診的比例約
25%，未打針的比例則約38%。
對於40多歲人群突破性感染病例急
增的情況，研究主要作者拉爾瓦尼認為
原因有兩個，一是40多歲人群的第二針
是在最少4個月前接種，意味免疫力正逐
步下跌，另外他們家中最大機會有未合
資格打針的兒童，相當於在家中有一個
傳播媒介，最終感染家長。

低死亡率證疫苗保護力
死亡數字則是另一種情況，以40至
49歲人士為例，目前100萬人中只有7人
會在突破性感染後死亡；60歲以上人士
的突破性感染後死亡病例則稍錄升幅，
背後或與他們較早開始接種、免疫力亦
較早開始減退有關。根據英國國家統計
署數字，在今年1月2日至9月24日，每
10萬名未打針人士中，有849.7人染疫後
死亡，在完整接種人士中則只有 26.2
人；整體的住院及死亡數字都處於整場
疫情間的低位。
拉爾瓦尼解釋，學界多份研究都發
現，在突破性感染病例中，即使疫苗沒
有降低高峰時的病毒量，仍可幫助身體
更快消除病毒，情況正好解釋為何已打
針人士即使確診，他們的病徵會較少、
較快減退，演變成重症的機會亦較低。

正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的第26屆聯合國
氣候大會（COP26）邁入第二周，在8日主題
為「適應、損失和傷害」的會議上，各方討
論富國援助窮國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為全球
暖化造成的損失提供賠償等問題。
7800億融資目標年年落空
「損失和損害」指人為引發氣候變化所
致後果，發達國家一直不願就此展開適當討
論。2015年《巴黎協定》中，各方雖然同意
解決暖化損失的賠償金問題，但迄今未談妥
誰該出錢。國際普遍認為，窮國面臨洪災、
山火和海平面上升威脅，責任主要歸咎於富
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大量燃燒化石燃料，迅速
推高地表溫度。
BBC指出，由於不想承擔責任，也不想
面臨被起訴的風險，富國拒絕作出任何承
諾。「非洲國家集團」談判代表卡洛加坦
言，「彌補損失與損害，仍是發達國家的禁
忌話題」。他表示，「窮國在談判中一再主
張，發達國家的氣候融資報告中必須有一個

部分只談損失和損害，因為這種情況正在全
球各地發生。」但富國一邊談論「整個過程
要透明」，一邊在閉門會議中抗拒賠償，令
人倍感沮喪。
據經濟合作組織（OECD）最新報告，
2019年，約25%的氣候融資用於幫助發展中國
家適應極端天氣，例如興建海堤，其餘部分
則用來減排。但窮國表示，氣候變化的衝擊
迅速且強烈，需要資金重建家園或乾脆搬
走。
「小島嶼國家聯盟」損失與損害首席談
判代表羅珀希望，富國在每年 1000億美元
（約7800億港元）氣候融資之外，專門出錢
彌補小國的損失。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
會上，富國承諾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億
美元氣候融資，但這個目標年年落空，至少
要到2023年才能實現。羅珀表示，危機越來
越嚴峻，需要重大行動賠償損失和損害，
「這是我們能讓人民有更好生存機會的唯一
途徑。」

若升溫2℃ 10億人臨「極端熱應激」
在過去50年間，47個最不發達國家中超
過三分之二的死亡是由極端天氣（包括乾
旱、山火和洪水）造成。國際發展機構「基
督徒互援會」8日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若全
球升溫2.9℃，到本世紀末，發展水平最低
的65個國家GDP將銳減64%；即使是升溫控制
在1.5℃內的最好情況，到2100年弱勢國家
的GDP也將降低33%。
另外，英國氣象局9日在氣候大會公布
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全球升溫達2℃，預計將
有10億人受「極端熱應激」威脅，是現時
6800萬受影響人數的15倍。
熱是全球暖化最明顯的影響。數十年
來，世界各大城市的極端酷熱事件增加了三
倍。2020年夏季，美國超過四分之一人口受
酷熱影響，症狀包括噁心和痙攣。巴西、埃
塞俄比亞、印度等熱帶國家受影響最大，部
分地區現在已幾近不宜人居。

美下月拼凑「民主峰会」
俄斥冷战思维

【本報訊】綜合Politico網站、路透
社報道：美國將於12月9日至10日召開全
球「民主峰會」，邀請100多個「國家或
政府」線上參會。根據美媒日前披露的擬
邀名單來看，美國在選擇參會對象時，
「抗衡中國的戰略考慮明顯」。而歐盟
27個國家中，只有與中俄關係頗近的匈牙
利未受邀請。
拜登2月發表上任後的首次外交政策
演說時宣布將召開全球「民主峰會」，美
國將在他的任期內重返全球領導地位。當
時就有不少質疑稱，名為「民主峰會」，

實為對盟友的「拉攏大會」。
路透社稱，在美國擬邀對象的名單
上，有「成熟的民主國家如法國、瑞典
等」，也有「菲律賓、波蘭等民主遭受威
脅」的國家。在亞洲，美國擬邀請日本、
韓國等，但泰國和越南就沒有受邀。中東
地區擬邀請以色列、伊拉克等國，但埃及
和北約成員土耳其未受邀。
「中東民主項目」組織研究主任霍
桑表示：「顯然，美國出於跟中國抗衡的
戰略考慮，正在邀請印度、菲律賓等民主
陷入倒退，但在中國周邊的國家。邀請伊

▲美國總統拜登6日在白宮講話。\美聯社

拉克恐怕也是出於類似考慮，因為其鄰國
是美國的對手伊朗。」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早前表示，美
基於冷戰思維召開所謂「民主峰會」，本
質上是對那些不認同其理念的國家發動
「新十字軍東征」，將國際社會劃分為敵
我陣營。

韩国总统选战 「两强」对决格局确定
【本報訊】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
黨 5日選舉前檢察總長尹錫悅為總統候選
人，他將在明年舉行的總統選舉中與現任
總統文在寅的熱門「接班人」、執政黨共
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展開對決。兩
人現階段支持率不相上下，韓國媒體預計
這場「朝野對決」將相當激烈。
國民力量黨5日在首爾舉行黨員大
會，公布總統候選人選舉結果。4名參選
人中，尹錫悅以47.85%的得票率排名第
一。尹錫悅現年60歲，主打「反文在寅」
牌。他憑藉調查前總統李明博受賄案時的
突出表現，獲得文在寅賞識，被提拔到檢
察總長位置。後來，檢方調查執政黨陣營
多名要員，他因此與總統府青瓦台和共同
民主黨交惡。今年早些時候，尹錫悅加入
國民力量黨。

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李在明現年56
歲，曾任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曾在2017年
總統選舉黨內競選時與文在寅激烈交鋒，
被視為黨內「反文派」。他上月當選總統
候選人後，與文在寅在青瓦台會面，意在
打破「不和」傳聞。
李在明近期捲入一起貪腐案，案件
持續發酵，成為韓國近期最熱門話題之
一。尹錫悅在勝選演講中「炮轟」李在
明，稱自己「存在的意義」就是根除腐
敗、改變韓國政治體系。
李在明則對尹錫悅當選總統候選人
表示祝賀。他說，希望兩人不要搞政治鬥
爭，而是展開「善意競爭」，重點討論如
何讓國家更有希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韓國總統選舉定於明年3月9日舉
行。除尹錫悅和李在明外，正義黨候選人

▲選民在首爾一個投票點填寫選票。
（資料圖片）

沈相奵和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也已加
入角逐。韓國多家民調機構一項最新聯
合民調顯示，上述 4人中，尹錫悅以
35%的支持率排名第一，李在明以30%的
支持率排名第二。安哲秀和沈相奵所獲
支持率分別為7%和6%。這項民調誤差率
為正負3.1個百分點，可信度為95%。

▶7日 的 襲 擊 發 生 前 伊 拉 克 安 全 部 隊
在綠 區守 衛 /美聯 社

伊拉克总理险遭无人机 暗杀

▶ 伊拉克總理辦公室7日釋 出
卡 迪米 官邸 遇 襲後 的照 片
法 新社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半島電視
台、法新社報道：當地時間7日凌晨，伊
拉克總理卡迪米位於該國首都巴格達「綠
區」的官邸遭到裝有炸藥的無人機襲擊，
7名安保人員受傷，卡迪米本人無礙。伊
拉克政府將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並宣布
巴格達進入緊急狀態，派遣安全部隊封鎖
綠區。目前尚無任何組織或個人宣布對襲
擊負責，美媒稱親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組織
是第一嫌疑人，因為他們在上月的議會選
舉中慘敗；伊朗則暗示美國等西方國家是
幕後黑手。
伊拉克軍方7日證實，總理卡迪米位
於綠區的官邸遭到無人機襲擊，並表示這
是一次失敗的刺殺行動，卡迪米本人無
礙。兩名官員表示，7名負責保護總理的
安保人員受傷。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報道
稱，3架無人機參與了襲擊，它們從橫跨
底格里斯河的共和橋附近起飛，其中兩架
被擊落。卡迪米的發言人稱，施襲無人機
從巴格達東南部飛來，且維持在較低高
度，避開了防禦系統。
綠區位於巴格達市中心，是伊拉克
政府機構及美英等國大使館所在地。附
近居民和一些西方外交官表示，他們7日
凌晨聽到了爆炸聲和槍聲。伊拉克總理
辦公室公布的照片顯示，卡迪米官邸的
門窗在襲擊中嚴重受損。伊拉克媒體報

道稱，官邸屋頂上發現了兩枚未爆炸的發
射物。

總理受輕傷 推特報平安
襲擊發生後不久，卡迪米在推特上
報平安，並呼籲民眾為了伊拉克的利益保
持冷靜和克制。他隨後在電視上公開露
面，並強調「懦弱的火箭襲擊和無人機襲
擊」無法建立未來。美聯社報道稱，卡迪
米的左手似乎纏着繃帶。一名助理證實，
他左手有輕微劃傷。卡迪米當天還與伊拉
克總統薩利赫見面，並主持了一場安全會
議。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7日表示，
針對卡迪米的襲擊是「明顯的恐怖主義行
為」，美國予以強烈譴責；美國與負責維
護伊拉克主權和獨立的伊拉克安全部隊保
持密切聯繫，將為他們的調查提供援助。
美媒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裝「人
民動員組織」（PMF）近期曾公開攻擊卡
迪米政府，甚至發出威脅，是第一嫌疑
人。

議會選舉後當地局勢緊張
PMF在上月的伊拉克議會選舉中失去
三分之二的席位，該組織拒絕承認選舉
結果，並質疑投票和計票過程存在違規
行為，其支持者連日在綠區外示威。5
日，示威演變為暴力事件，示威者投擲
石塊，導致數十名警察受傷 ；警方則以

催 淚 彈 和 實 彈 回 擊 ，兩 名 示 威 者 身
亡。民兵領導人指責卡迪米是暴力衝突
的罪魁禍首，並聲稱要讓他為示威者的
死亡負責。
襲擊發生後，伊拉克緊張氣氛加
劇。多名PMF領導人出面否認該組織與襲
擊有關，並指責「第三方」在背後挑撥離
間，圖謀引發紛爭。
伊朗外交部7日發表聲明譴責襲擊事
件，並表示要「小心針對伊拉克安全形勢
和社會進步的陰謀」。聲明稱，此類襲擊
事件對過去18年間破壞伊拉克穩定、安
全、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勢力有利。美國正
是在18年前發動伊拉克戰爭，帶領英國、
澳洲等國部隊入侵伊拉克。美聯社認為伊
朗是在暗示美國是幕後黑手。
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姆
哈尼7日在推特發文稱，針對卡迪米的恐
襲是又一次煽動叛亂的企圖，此事應追溯
到「外國智庫」頭上。沙姆哈尼表示，這
些所謂的「智庫」多年來在伊拉克建立和
支持恐怖組織，給當地民眾帶來的只有不
安全、不和諧和不穩定。
埃及總統塞西在社交媒體譴責襲擊
事件，並呼籲伊拉克各方保持冷靜，不要
動用武力，共同維護國家穩定。沙特阿拉
伯亦發表聲明，表示支持伊拉克保持穩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