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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料,美国环境保护局10日以
不合法为由,宣布废除奥巴马政府推出的
气候政策《清洁电力计划》。分析人士认
为,这一争议性决定并不能帮助美国煤炭
行业复苏,反而会减缓美国向低碳能源转
型的进程,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形象。

《清洁电力计划》缘何重要
《清洁电力计划》之所以关键,是因为

它的监管对象是美国碳排放“大户”———
发电厂,后者在美国国内碳排放总量中所
占比例达三分之一。根据《清洁电力计
划》,美国各州需制定计划,到 2030年将
发电厂的排放量减少到比 2005年低
32%的水平。

然而,削减发电厂的碳排放在美国是
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奥巴马曾尝试在其第
一个总统任期内推动国会通过一项碳排
放限额交易法案,结果该法案被参议院否
决,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煤炭行业和产煤
各州的阻力。

到了第二任期,奥巴马为了政治遗产
放手一搏,于 2015年正式推出《清洁电
力计划》,这也是美国政府兑现《巴黎协
定》承诺目标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但是,一些行业组织和美国 27个州
随即把美国环保局告上法庭,以《清洁电
力计划》不合法为由要求暂缓实施。2016
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同意
了这一请求。

《清洁电力计划》原定 2022年才生

效,在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暂缓实施后,该
政策就此搁浅,实际上从未进入执行阶段。

废除后对美国影响几何
《清洁电力计划》由美国前环保局局

长吉娜·麦卡锡领衔制定并推出。麦卡锡
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废除《清洁电力计
划》,同时没有任何时间表或承诺提出新
规定减少碳污染,这是气候政策的“全面
倒退”。

对于普鲁伊特宣布废除《清洁电力计
划》,行业反应不一。一些美国贸易组织称
赞说,这是正确的决定,让美国电力生产
厂家“感到巨大的解脱”,也是增加国内化
石能源生产、让民众用上可靠而又负担得
起的电力的关键一步,将推动美国经济增
长;而一些环保组织批评道,这是给化石
能源行业污染空气发放自由通行证,所推
翻的计划原本能防止成千上万早产儿死
亡和儿童哮喘病例。这一举动也为美国向
可再生能源转型泼了一盆冷水,将伤害美
国的安全和经济。

分析人士还指出,特朗普已于今年 6
月宣布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
定》,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将使美国更难
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进一步损害美
国的国际形象。

同时,煤炭作为“退出的经济”也不大
可能获得复兴机会。受成本和州政策影
响,美国许多地方已经从煤炭转向使用天
然气、风能和太阳能。例如,加利福尼亚和
纽约等州已宣布,不管华盛顿是否参与,

他们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因此,特朗
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只会减缓美国向清洁
能源转型的进程。

美国减排下一步走向何方
2009年,美国环保局曾把温室气体

确定为污染物。按照美国《清洁空气法》的
要求,美国环保局必须采取措施调控温室
气体排放。然而,《清洁电力计划》被废弃
后,特朗普政府尚未提出新的替代方案,
只是表示欢迎各界就此提出建议。

纽约和马萨诸塞等州的检察长表示,
特朗普政府这一做法“不负责任”,他们将
在法庭上起诉美国环保局。

“化石能源发电厂是我们国家最大的
气候变化污染源之一,科学常识和法律规
定(要求)环保局应采取行动减排,”纽约州
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在一份声明中
说,“我将利用一切法律工具来与他们的
危险议程做斗争。”

对此,美国国内一些行业组织也理性
地指出,美国环保局应采取更温和的政策
取代《清洁电力计划》,以避免遭遇任何法
律上的挑战。

“我们一直认为有更好的方法削减温
室气体排放,”美国商会全球能源研究所
所长卡伦·哈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
希望企业有机会和美国环保局以及其他
利益攸关者坐下来谈一谈,研究降低排放
的方式,保护美国的能源优势,尊重《清洁
空气法》的界限。”

(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10日电)

美国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后果几何

伊拉克总理说伊境内IS
势力年内将被彻底消灭
新华社巴格达 10月 10日电 伊拉克总

理海德尔·阿巴迪 10日表示,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IS）在伊拉克境内的势力将在今年内被
彻底消灭。

阿巴迪当天在巴格达举行的记者会上对
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所
取得的胜利表示赞赏。他表示,“伊斯兰国”今
年将在伊拉克彻底覆灭。

伊拉克军队 7月收复被“伊斯兰国”控制
长达 3年多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随后收复
了摩苏尔以西的泰勒阿费尔,日前又基本收
复基尔库克省西部的哈维杰地区。目前,“伊
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控制区仅剩萨拉赫丁省
的舍尔加特镇、安巴尔省西部的 3个城镇和
其他数个小块地区。

越南暴雨和洪灾
已导致20人死亡

新华社河内 10月 11日电 连续 3日热
带低气压导致的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已导致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 20人死亡,12
人失踪。

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央指导委员会表
示,越南中部的义安省和清化省分别有 8人
和3人死亡,北部的山罗省与和平省分别有 5
人和 4人死亡。暴雨和洪涝灾害还导致 5人
受伤,大量农作物和房屋被毁。

近几日,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出现暴雨
或大暴雨,总降水量在200至 300毫米,局部
地区降水量达400至600毫米,造成部分地
区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情持续发展。

越南统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9个
月,自然灾害在越南导致 169人死亡或失踪,
232人受伤,财产损失超过 21.5万亿越南盾
(约合 9.5亿美元)。

墨西哥一监狱发生
暴力骚乱事件

新华社墨西哥城 10月 10日电 墨西哥
北部新莱昂州安全部门发言人阿尔多·法希
10日告诉媒体说,该州卡德雷塔市一座监狱
发生骚乱,已造成 13人死亡。

法希说,卡德雷塔一座监狱的犯人 9日
晚发起抗议行动,抗议行动次日演变成暴力
骚乱事件,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死
者身份确认工作尚未完成。

当地媒体报道说,骚乱现场不断有枪声
响起,出入通道附近升起滚滚浓烟,有 3名监
狱工作人员被控制,警方已发起救援行动。

美日韩军机在日本海附近进行夜间飞行演练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电 美国军

方10日说,美军两架战略轰炸机当晚与
日本和韩国战斗机在日本海附近进行了
飞行军事演练。

美军太平洋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美
空军两架 B-1B轰炸机当天从关岛美军
基地出发完成了此次飞行。日本航空自卫

队和韩国空军分别派出两架 F-15战斗
机和两架F-15K战斗机参加演练。

声明说,这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B-1B轰炸机首次和日韩空军进行联合
夜间飞行演练。此次演练意在展现位于亚
太地区的美军有能力保护美国本土,同时
也体现了美国与日韩间坚定的同盟关系。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美军机近期
在东北亚活动频繁。9月23日,美军多架
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至朝鲜以
东水域上空飞行,抵达本世纪以来美军战
机飞抵的韩朝非军事区最北端。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
开始提前投票

新华社东京 10月 11日电 日本国会众
议院选举公告 10日发布,为期 12天的日本
众议院选举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从11日
起,日本全国各地开始进行选举的提前投票。

本次众议院选举的投票日为 10月 22
日,提前投票将持续到21日。选民每天早 8
时 30分到晚 8时之间可在各地的提前投票
站投票。

这是日本修改《公职选举法》、将选举年
龄下调至“18岁以上”之后的首次众议院选
举。为方便年轻选民,日本在部分大学及高中
内设置了提前投票站。为提升投票率,日本从
11日起也陆续在一些超市、便利店等商业设
施设置提前投票站。

此外,日本驻外使领馆总共设立了 223
个投票站。据时事通信社报道,日本登记在册
的国外选民有约 10万人,他们也于当天开始
投票。

提前投票是为方便投票日当天因工作或
旅游等原因无法到场投票的选民而于 2003
年设立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从选举公告日
的次日到正式投票日的前一天,选民可在自
己的登记地提前投票。在2014年进行的最近
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共有约 1315万人提前投
票,而在去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这一数字上升
到 1598万人,约占选民总数的 15%,成为历
史上最多的一次。

国外投票则是自 2000年开始实行的制
度,在国外登记的选民可通过到投票站直接
投票或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

导读：随着秋季的到来，天气越来越转
凉了，气温越来越低，人们上了一天的班，回
到家后，很多人会选择泡泡脚来缓解一下
一整天的劳累。

脚又被称作人体的第二心脏，中医学
认为，人体五脏六腑在脚上都有相应的投
影，脚部是足三阴经的起始点，又是足三
阳经的足浴终止点，踝关节以下就有六十
多个穴位。

专家介绍，足浴有调整血压、促进新
陈代谢、消除疲劳、改善睡眠等功效，但泡
脚也有一些禁忌。

泡脚时要注意什么：

●最佳时长 15-20分钟：泡脚时间
不宜过长，以15-2030分钟为宜。泡脚时
血液会流向下肢，脑部易供血不足。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老年人如果感到胸闷、头
晕，应暂时停止泡脚，休息一下。糖尿病患
者末梢感觉能力差，应由家人先试水温，
防止发生烫伤。

●最佳水温在40℃-50℃：水温不能
太高。许多人觉得只要在自己的承受范围
内，水温自然是越高越好，其实并不然。泡
脚的最佳水温在 50℃以下，要求热而不
烫，假如水温过高，脚上的血管容易过度
扩张，体内血液更多地流向下肢，反而容
易引起心、脑、肾等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对
身体不利。

●泡脚时不宜三心两意：泡脚时不要
看书、看电视，这样容易达到“引火归元”
的效果。

●要注意泡脚桶的干净清洁：如泡脚

桶不清洁彻底或者桶壁内没有进行抗菌
处理，脚上细菌就容易残留在桶壁内，造
成对脚部的反复感染，因此选择好的泡脚
桶十分重要。

●饭后半小时内不宜泡脚：它会影响
胃部血液的供给，长期下来会使人营养不
良。

●泡脚后不宜马上睡觉：泡脚后不能
马上睡觉。趁着双脚发热的时候揉揉脚
底，及时穿好袜子保暖，待全身热度缓缓
降低后再入睡效果最好。

●9点泡脚最护肾：此时是肾经气血
比较衰弱的时辰，在此时泡脚，身体热量
增加后，体内血管会扩张，有利于活血，从
而促进体内血液循环。

温馨提醒：由于金属易冷，所以泡脚
的容器最好用木盆，其中可放一些有利于
活血的丹参、当归；或放些连翘、金银花、
板蓝根、菊花，以起到降火清热的作用。

秋季泡脚有哪些禁忌呢？

美国加州森林大火致死人数升至17人
新华社旧金山10月10日电 8日下

午开始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森林大
火 10日继续肆虐,目前已造成至少 17人
死亡、180人失踪。

据当地媒体 10日报道,这场森林大
火还摧毁了 2000多栋医院、学校、民宅等
建筑,超过 3000名当地居民被紧急转移,
他们中许多人的房屋被彻底烧毁。目前加
州的纳帕、索诺马和门多西诺等县的火势
还没有完全被控制,受灾较严重的几个县
已宣布关闭部分学校。

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已发布命令,要
求该州其他地区的救援力量全力以赴帮
助北部地区救灾。索诺马县警长乔丹诺
说,一些失踪者已被陆续找到,其中很多
失踪者是由于大火摧毁了电信线路而与
家人失去了联系。 一架直升机在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