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英国外的欧盟27个
成员国领导人10月17日一
致通过决议， 支持欧盟委
员会当天与英国政府达成
的最新“脱欧”协议。

欧盟 28个成员国的
领导人当地时间17日下
午开始在布鲁塞尔召开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除
英国外的27国领导人在
峰会上通过了上述决议。
决议还请欧盟委员会、欧
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为
确保协议在11月1日生效
采取必要步骤。

经过艰苦谈判， 欧盟
委员会17日上午与英国政
府就“脱欧”达成新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
示， 新协议对欧盟和英国
来说是一份“公平且平衡”
的协议。 在得到欧盟27国
领导人认可后， 这一协议
还须分别经过欧洲议会和
英国议会批准才能生效。

2016年6月，英国全民
公投决定“脱欧”。2018年
11月，时任首相特雷莎·梅
领导的英国政府与欧盟达
成“脱欧”协议。这份协议
先后3次被英国议会否决，
特雷莎·梅也最终辞职下
台。2019年7月24日， 英国
保守党新党首鲍里斯·约
翰逊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他强调， 英国一定会在10
月31日的期限前完成“脱
欧”，相信英国能与欧盟达
成一份新的、 更好的“脱
欧”协议。

■据新华社

德国联邦议院10月17日投
票否决了一份由绿党提出的高速
公路限速时速130公里的法案。

联邦议院当天收到631张投
票，其中498票反对，否决了这一
法案。

在德国， 高速公路约七成路
段没有最高限速。 德国绿党提出
的这一法案建议， 从明年1月1日

起给德国高速公路设置每小时
130公里的最高限速。绿党议员认
为，这将改善道路安全，让行车更
通畅，同时减少车辆排放、降低噪
音污染。

但德国联盟党、 社会民主党
和选择党等不少议员反对设置限
速。 联邦议院交通委员会也建议
不设置限速。 ■据新华社

美国白宫官员10月17日披
露，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明年6月
将在自家高尔夫俱乐部主办七国
集团 (G7)峰会。这一消息招致猛
烈批评， 民主党人指认这是总统
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最新证据。

最“厚颜无耻”

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米克·马
尔瓦尼17日在记者会上说， 明年
G7峰会选址位于佛罗里达州迈
阿密的“特朗普多拉尔高尔夫俱
乐部”。考察小组认为，这是12个
候选地中最好的选择。

俱乐部占地大约3.64平方公
里，包括3个高尔夫球场，距离机
场几分钟车程。

民主党籍国会众议院司法委
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在一份声
明中说，这一决定是特朗普最“厚
颜无耻”的腐败证据之一。特朗普
滥用权力、以公谋私，国会会继续
调查。

共和党籍参议员米特·罗姆
尼说，这一选址“不寻常”。

挽救俱乐部？

按马尔瓦尼的说法， 白宫筹
备小组最初考虑举办地时， 特朗
普推荐多拉尔俱乐部。 政府在那

里办会将按“成本价”支付费用，
比其他候选地少一半， 能节省数
百万美元， 但他没有提及具体费
用，也没有做对比。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一份声
明中说，特朗普似乎试图挽救这家
不赢利的俱乐部。美国《华盛顿邮
报》今年5月报道，多拉尔俱乐部的
营业收入比四年前下降了69%。

马尔瓦尼声称，特朗普不会以
任何形式从G7峰会获利， 他和特
朗普对可能面临的批评早有准备。
特朗普先前说，不插手自家企业的
日常运营，生意由儿子们料理。

或邀请普京

马尔瓦尼说，明年美国举办的
G7峰会议程不包括气候变化，将
重点讨论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

同时， 鉴于不少议题涉及俄
罗斯， 美国正考虑邀请俄罗斯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会。马尔瓦
尼说，美国作为主办国，有权邀请
普京参加。

今年8月在法国举办的G7峰
会期间， 七国领导人曾讨论是否
吸收俄罗斯参加， 把七国集团恢
复成八国集团。 特朗普希望俄罗
斯回归， 其他领导人以克里米亚
事务没有进展为由予以反对。

■据新华社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罕见病病例诊疗信息登记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重视罕见病
病例诊疗信息登记工作， 并做
好组织管理、 信息登记和日常
管理。

据介绍，高误诊率、高漏诊
率、用药难，是罕见病诊治的共
同难题。 罕见病又往往因为种
类繁多、 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导
致确诊难。专家表示，罕见病涉
及血液、骨科、神经、肾脏、呼
吸、皮肤及重症等多个学科，临
床医师普遍缺乏罕见病的专业
知识。在我国，30%以上的罕见
病需要5位至10位医生诊治才
能确诊， 科学诊断流程和相关
临床路径、 多学科会诊机制有

待完善。
“开展罕见病病例诊疗信息

登记工作，建立信息系统收集罕
见病资料，便于了解我国罕见病
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医疗保障
现状， 从而为制定人群干预策
略、完善诊疗服务体系、提高患
者医疗保障水平、提高药物可及
性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罕见病
联盟秘书长、北京协和医院党委
书记张抒扬表示。

通知要求，各协作网成员医
院应当于2019年11月1日开始病
例信息登记工作。对2015年1月1
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诊断
的病例，应当于2019年12月31日
前登记完成； 对2019年11月1日
起新诊断病例， 应当发现一例，
登记一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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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首次“看清”非洲猪瘟病毒
成功分离出国内非洲猪瘟病毒流行株 将助力相关疫苗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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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非洲猪瘟病毒“真相”
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参与

据介绍， 非洲猪瘟病毒是
一类古老的病毒， 早在1921年
在非洲肯尼亚首次发现， 至今
有约100年的历史。 近百年来，
非洲猪瘟病毒从非洲传播至欧
洲、南美洲、亚洲等多个国家。
近一年来， 非洲猪瘟病毒传播
速度明显加快， 呈现愈演愈烈
趋势， 据国际动物健康组织通
报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10
月期间， 曾爆发或者正在爆发
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有26个,
包含13个欧洲国家、10个亚洲
国家和3个非洲国家，其中亚洲
几个国家的疫情尤为严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饶子和、王祥喜团队和哈
尔滨兽医研究所步志高团队，
联合上海科技大学、 清华大
学、微生物所、武汉病毒所、南
开大学等国内多家科研单位，
近一年来对非洲猪瘟病毒颗
粒展开了基础科研、 临床检
测、 高效疫苗等联合攻关研
究。 北京时间10月18日凌晨2
时，饶子和、王祥喜团队和步
志高团队合作在国际学术期
刊《科学》上发表了题为《非洲
猪瘟病毒结构及装配机制》的
学术论文。

为开发新型非洲猪瘟疫苗
奠定了坚实基础

研究发现， 非洲猪瘟病毒是
一种相当巨大、复杂的病原体。研
究成功分离出国内正在爆发的非
洲猪瘟病毒流行株， 采用单颗粒
三维重构的方法首次解析了非洲
猪瘟病毒全颗粒的三维结构，阐
明了非洲猪瘟病毒独有的5层结
构特征。

同时，研究新鉴定出非洲猪
瘟病毒多种结构蛋白，揭示了非
洲猪瘟病毒多种潜在的保护性
抗原和关键抗原表位信息，阐述
了结构蛋白复杂的排列方式和
相互作用模式，提出了非洲猪瘟
病毒可能的组装机制，为揭示非
洲猪瘟病毒入侵宿主细胞以及
逃避和对抗宿主抗病毒免疫的
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为开发效
果佳、安全性高的新型非洲猪瘟
疫苗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猪肉生
产和消费国，近百年来，非洲猪瘟
病毒首次进入我国， 在我国科学
家的共同努力下，首战告捷，解析
了非洲猪瘟病毒精细结构， 这是
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研究成果，
也是饶子和院士领导的研究团队
继2003年SARS后， 又一次在关
键时刻为国家疾病防控贡献知识
力量。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过去一年以来，非洲猪瘟已经被人所熟知，尽管它不
会直接传染人， 但会导致家猪出现极高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甚至带来猪肉市场的波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破
解非洲猪瘟病毒“真相”，研发疫苗和防疫手段迫在眉睫。
我国科学家近日成功分离出国内非洲猪瘟病毒流行株，
并首次解析了该病毒颗粒的三维结构， 新鉴定出非洲猪
瘟病毒多种结构蛋白， 揭示了非洲猪瘟病毒多种潜在的
保护性抗原和关键抗原表位信息， 提出了非洲猪瘟病毒
可能的组装机制，为开发效果佳、安全性高的新型非洲猪
瘟疫苗奠定了坚实基础。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科学》10月18日在线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我国开展罕见病病例诊疗信息登记工作
对新诊断病例应发现一例登记一例

G7峰会选址自家俱乐部？ 特朗普挨批
民主党人：这是总统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最新证据

欧盟峰会通过
“脱欧”新协议

限速130？
德联邦议院否决高速公路限速法案

非洲猪瘟病毒整体结构（左：5层切面图；右：衣壳层整体结构）。 中科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