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私家车，乘公交只需步行 5?钟

沙特将建零排放城中城
新华社特稿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 10日宣布， 将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新未来城
建一个名为“线”的“零汽车”“零排放”城中城。

穆罕默德王储作为新未来城董事会主席在网
站发布视频介绍，“线” 将是一座长条状城市，长
170公里，可容纳 100万居民。城中没有私家车，办
理日常事务到公共交通站点最多只需步行 5 分
钟。乘坐超高速公交系统可在 20 分钟内到达城中
任何地方。

“线”计划 2021 年第一季度动工，将保留 95%

自然风貌，城市发展所需能源全部为太阳能、风能
等清洁能源。城中将广泛采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
术，并构建“隐形并无缝衔接的”实体和数字基础设
施。新未来城占地 2.65万平方公里，毗邻红海和亚
喀巴湾，计划 2025年建成。

疫情期间售价上浮 20%至 100%以上

亚马逊数百种商品涨价
新华社特稿 美国一家消费者权益组织发现，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在美
销售的 400 多种商品价格较往常上涨超过 20%，

100多种商品价格上涨至少一倍。

美国公共利益研究集团教育基金会的调查报
告显示，2020年亚马逊平台在美销售的 15个品类
750种商品中，409种商品价格涨幅超过 20%，包括
手部消毒液、洗手皂、口腔温度计等；136种商品涨
价至少一倍。价格攀升的商品主要涉及公共卫生危
机必需品，如医用外科手套、护目镜、止咳糖浆等。

值得一提的是， 类似涨价现象不能完全归咎于
需求增长。比如，户外加热器涨幅之大能排到前十名。

45%的户外加热器去年价格上涨至少一倍，涨幅最大
的一款一年内售价由 150美元飙升至 699美元。

可能是全球首批已知灵长类病例

美大猩猩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特稿 美国圣迭戈动物园内多只圈养的

大猩猩患病后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按美国媒体说
法，这据信是美国甚至可能是全球首批已知灵长类
动物感染病例。

圣迭戈动物园负责人表示，动物园区内 8只大
猩猩共同生活在一起， 其中两只 6日开始咳嗽。园
方随后检测所有大猩猩粪便，8日初步结果显示粪
便样本中存在新冠病毒。美国农业部国家兽医学实
验所 11日证实，其中 3只大猩猩新冠检测呈阳性，

包括咳嗽的那两只。

按园方说法，大猩猩可能受一名动物管理员传
染。 这是首次发现人将新冠病毒传染给灵长类动
物。眼下尚不清楚大猩猩是否会出现严重反应。

从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到探索经济复苏之路

2021年，这六场国际会议有何看点
据新华社北京电 2020 年， 许多重要的

国际会议因新冠疫情或取消或延迟， 或转至线
上进行。2021 年，从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
变化到探索经济复苏之路， 围绕不同主题的
多场重要国际会议将陆续召开。它们分别都有
哪些看点？

共商治理框架
原定 2020年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受新冠疫情影响
延期至 2021年 5月举行。会议主题为“生态文
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昆明举行的缔约
方大会将审议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确定 203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目标，努
力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大自然已经为我们敲响警钟。”《生物多
样性公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
指出， 此次新冠疫情凸显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阻断新冠疫情。同样，

一个国家也无法独自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我
们需要共同努力。”

探讨疫后“大重构”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每
年 1 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小镇达沃斯举行年
会。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第 51届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调整举办时间和地点，将于 5月在
新加坡举行。

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为 “大重
构”。年会期间，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公民社
会等方面的领导人将就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复苏进行讨论，寻找应对全球最紧迫挑战所需
的解决方案。

聚焦“人，星球，繁荣”

2021年 10月 30日至 31日， 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将在意大利罗马举
行。 意大利方面为峰会确定了三个关键词：

“人，星球，繁荣。”

成立于 1999年的二十国集团， 如今在全
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共同应
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多边机制。

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方面
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如何加强卫生和环保领
域合作，更好保护人类和我们的星球，以及如
何抓住数字革命带来的机遇，努力消除“数字
鸿沟”，实现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化解分歧求共识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年 11月在英国

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推迟至 2021年 11月举行。

由于 2019年 12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未能就核心议题———《巴
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达成共识，新一届气候
大会上相关问题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备受关注。

与此同时，化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减排责任和资金安排等议题上的分歧，保持各
国绿色产业投资高速增长，构建全球气候治理
体系也将是会议重要看点。

“西方缺失”在加剧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办方 2020年 12月 8日

宣布，持续的疫情导致第 57届慕安会无法按原
计划在 2021年 2月 19日至 21日举行,主办方
将在与各方协商后宣布新会期。 慕安会主席伊
申格尔表示，除了推迟会议，没有别的选择。

2020 年 2 月举行的第 56 届慕安会聚焦
“西方缺失”， 凸显西方阵营内部裂痕加深、国
际影响力下降的现实。

确认世贸新总干事
2020年 8月 31日， 世界贸易组织第六任

总干事阿泽维多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

根据世贸组织规则， 新总干事任命通常采取成
员协商一致的方式， 即在 164个成员全部同意
的情况下，由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做出决定。

2020年 11月 6日，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主
席戴维·沃克表示，受疫情及其他因素影响，世
贸组织成员无法在 11月 9日就新总干事人选
做出正式决定，因此推迟原定于 9日举行的总
理事会特别会议。

截至目前， 特别会议的具体日期仍未确
定。

昔日全球游客趋之若鹜，如今空气污染、商业气息掩盖特殊魅力

巴黎要花2.25亿美元改造香榭丽舍大道
■本报记者 裘雯涵

让全球游客趋之若鹜的香榭丽舍大街，如
今正被巴黎人“抛弃”？据《卫报》1 月 10 日报
道，为了恢复香榭丽舍大街的活力，这条世界著
名街道将迎来“改头换面”工程。巴黎市长安娜·
伊达尔戈宣布了一项耗资 2.25亿美元 （约合
14.6亿人民币）的改造项目，将巴黎市中心这条
1.9公里长的大街打造成一座“非凡花园”。

在法语中，巴黎标志性地标香榭丽舍大街
的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极乐世界”。但这条
最负盛名、最具吸引力的街道，近年来却已逐
渐被巴黎人“抛弃”。

“在过去的 30年里，这条传奇街道已经失
去了它的辉煌。” 主导改造项目的香榭丽舍委
员会发布声明称：“它已经被巴黎人逐渐抛弃，

并且遭受了多场连续性危机：巴黎‘黄背心’运
动、罢工、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

对于香榭丽舍大街是否还是“世界上最美丽
的漫步大道”，委员会主席让—诺埃尔·莱因哈特
曾无奈地说， 在这条街上工作的人已经不太确
定。“对法国人来说，它看起来已经破败不堪。”

如今的香榭丽舍大街可能是以“贵”出名。

《卫报》称，这里以昂贵的奢侈品商店、高

端汽车销售处以及全球最贵商业租金而闻名。

统计数字则进一步揭露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巴黎人已经抛弃了这条商业气息浓厚的大道。

在改造工程团队看来，巴黎人的离开是有
理由的。飞驰而过的汽车让香榭丽舍大街污染
严重。 这条 8 车道的大街平均每小时就有约
3000辆车通过，噪音和尾气污染程度堪比欧洲
最繁忙高速公路———法国环城大道。

如何让香榭丽舍大街改头换面？

据《卫报》报道，该工程经市长首肯后，将
由当地社区和企业领导进行。

根据负责改造的委员会此前披露，这项改
造工程有两个目标：本地化和全球化。委员会
已经就改造计划举行公共商讨会。

本地化的目标是让巴黎人回到香榭丽舍
大街，吸引家庭前来散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
尽量减少车道， 将道路变成行人区和绿化区。

此外，还要对花园进行重建，增加新的游乐场、

池塘、跑步道和户外文化空间。全球化的目标
则是要让香榭丽舍大街成为更包容、更具吸引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巴黎的城市核心。

不过， 香榭丽舍大街真正的改头换面，预
计要等到 2024年巴黎奥运会后， 当前目标是
在 2030年前完成。 2020年 8月 27日，戴口罩的行人走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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