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欧同时对俄挥舞制裁大棒
以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为由

美国政府2日因俄罗斯反对派人

士纳瓦利内事件对7名俄罗斯政府高

官和14家与生化制剂相关的机构实施

制裁。同一天，欧盟也正式通过对与纳

瓦利内事件相关的4名俄罗斯官员的

制裁决定。

针对美欧的新一轮制裁， 俄罗斯

外交部称制裁是 “反俄敌对攻击”，警

告美国“不要玩火”，并称将依据对等

原则作出回应；同时批评欧盟“将双边

关系带入死胡同， 违背欧洲国家的利

益”，俄方也将作出回应。

制裁瞄准俄国防和
科学工业

据美联社2日报道，美国政府一名

高级官员当天在电话记者会上说，美

国情报部门以“高可信度”评估认为，

俄联邦安全局人员去年8月对纳瓦利

内使用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公然无

视国际准则”。

随后美国财政部对7名俄罗斯高

官作出制裁决定，名单显示，被制裁人员

包括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

俄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卡拉什尼科夫、

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俄

总检察长克拉斯诺夫、 俄国防部副部长

克里沃鲁奇科和波波夫， 以及俄总统办

公厅内政局局长亚林。 美财政部官员表

示， 上述被制裁对象在美国管辖区内的

资产一经发现将被冻结， 与制裁对象进

行交易的相关人员也面临受制裁风险。

此外， 美国商务部还将14个与生化

制剂相关的机构列入制裁实体清单，官

方通报称，“被制裁的实体中包括13家商

业企业，其中9个位于俄罗斯，3个位于德

国，1个位于瑞士，此外，俄罗斯联邦第27

科学中心也被制裁”。

此外美方还禁止包括美国进出口银

行在内的美联邦金融机构向俄罗斯提供

贷款、信用担保或者其他财政援助，以及

把俄罗斯列入国防产品和防务服务禁止

国名单，禁止对俄武器出口，但不包括航

天领域部分商业太空合作。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3日表示， 美方蓄意发起挑衅和实施制裁

的理由“荒谬透顶”，是“继续毫不掩饰地

干预我国内政的借口”。她表示，俄方将根

据对等原则进行回应。扎哈罗娃还称，“华

盛顿数次违反军控和核不扩散的国际条

约和协议，已经失去了训诫他国的道德权

力”“白宫在国内问题上陷入困境，因此只

能通过反俄措施找寻外部敌人”。

针对生化制剂相关机构和企业的制

裁以及禁止对俄武器出口， 俄国家杜马

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在“电报”

个人频道中称， 这是美国蓄意打击俄罗

斯国防和科学工业的最新举措。

美欧协调对俄政策

就在美国作出制裁决定的同一天，

欧盟理事会2日在一份新闻公告中宣布，

对与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有关的

4名俄罗斯人员实施制裁。

2日公布的名单显示， 在被制裁4人

中， 俄总检察长卡拉斯诺夫和俄联邦监

狱管理局局长卡拉什尼科夫也在美国的

制裁名单中， 另外两人分别是俄联邦调

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和俄国民近卫

军总司令佐洛托夫。 他们在欧盟的资产

都被冻结，同时被限制入境欧盟。

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日

在访问乌克兰时表示， 在明斯克协议

得到落实之前， 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

的对俄制裁也将一直有效。

俄联邦上议院国际事务理事会委

员会主席科萨切夫称：“欧盟的决定是

一种经典的操纵， 在未经调查的情况

下植入‘证据’，以把欧方观点坐实。”

当前，美欧对俄政策趋于一致。美

方表示，将继续出台对俄制裁措施，在

不寻求美俄关系紧张升级的情况下，

也不寻求“重置”美俄关系。白宫发言

人普萨基2日表示，美国将在符合美方

利益的情况下与俄合作， 同时在对俄

政策上与欧洲盟友保持协调。

欧俄关系近日也急转直下， 徘徊

于冰点。 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研究员费

舍尔认为，至少在今年9月俄国家杜马

选举之前，欧俄关系将一直僵持不前。

尽管美欧对俄利益并不完全一

致，但外界普遍认为，拜登上台将重塑

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协调对俄立场。莫

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称，“俄罗

斯正面临与西方对抗以来最不利的地

缘政治环境”。

■本报记者 王星

■本报记者 储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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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父子被引渡日本接受调查

涉嫌协助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逃亡

2日， 一架由美国波士顿飞往日本的

客机抵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涉嫌参与日

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戈恩逃离日本事件

的泰勒父子乘坐该班机被引渡到日本接

受调查， 以期解明当年戈恩的出逃过程。

2019年12月， 正在接受日本司法调

查的戈恩由其住所出发，经多人协助，成

功由关西机场逃离日本。 后经日本司法

部门调查， 泰勒父子涉嫌参与了这一出

逃计划。还有消息称，泰勒父子事后获得

了戈恩支付的高达1.4亿日元的报酬。

现年60?的迈克尔·泰勒系美国特种

部队“绿色贝雷帽”的退役军人，2019年泰

勒与其子彼得·泰勒曾到日本活动， 最后

在当年12月协助戈恩逃亡至黎巴嫩。

有消息称， 泰勒曾对外表示他先后

调查研究了日本的5个国际机场，最后选

择从关西机场出境是因为该机场没有配

备能够检测大型行李的X光设备。

泰勒父子二人于去年5月在美被捕，

美政府去年10月表示将基于日美引渡条

约，将二人移交给日本审判。泰勒的另一

个儿子日前在网上发文表示，“将二人引

渡到日本是美国政府的耻辱”。

据报道， 日本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

织对戈恩本人发布了通缉令， 戈恩及其

家人目前正生活在黎巴嫩富人区。 而黎

政府表示，“戈恩拥有黎巴嫩国籍， 他留

在黎巴嫩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问题”。因日

黎之间尚无引渡条约， 舆论认为想要引

渡戈恩到日本接受审判的可能性不大。

（本报东京3月3日专电）

新技术新需求催生更前沿新专业
教育部公布2020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沪上21所高校新增38个本科专业

一大波新专业来了！

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 《2020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

通知》，撤销518个高校专业，新增备案专

业2046个、审批专业177个。值得关注的

是，融合教育、古文字学、量子信息科学、

能源互联网工程、智慧交通、智能飞行器

技术等37个新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而在这些新专业中，以“智

能”“智慧”命名的专业有8个。

另据了解，今年，沪上21所高校新增

38个本科专业，其中属于新专业的有海关

检验检疫安全、能源服务工程、能源互联网

工程、智能影像工程、运动与公共健康等。

业内专家分析，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技术迅猛发展， 进一步加速传统行

业变革， 对高校人才培养也提出全新要

求。对高校而言，学科专业的“新陈代谢”

也在加速。一方面，传统专业在转型的过

程中不断孵化出新的发展方向和增长

点；另一方面，不同学科在交叉、融合的

过程中，也进一步催生出更前沿、细化的

新专业方向。

“AI+”“数字+”交叉
融合，相关人才需求呈现
井喷

有统计显示，今年，新增人工智能专

业的高校达130所，成为新增备案专业中

数量最多的专业。

若以高校新增备案专业数量超过50

为“基准”来衡量，新设智能制造工程专业

的高校达84所，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62所，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59所，机

器人工程专业53所。不难发现，这些均是

与智能科学和大数据相关的专业。

当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

信息技术正在快速改变制造、能源、机械

等传统行业，不少高校原先开设的专业已

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正如一些高教界

专家所言，从招聘市场风向标来看，呈现

出两大特点： 一是过去的很多专业不再

“对口”；二是“AI+”“数字+”风起云涌，学

科进一步交叉融合，对创新型技术和服务

人才的需求将呈现“井喷”状态。

在上海一家100余人规模的能源行

业综合服务公司，除了部分从事传统电力

行业的技术人员，如今，项目管理、预算管

理、市场营销在企业的岗位数中占据“大

头”。而在市场上，企业要找到具有能源技

术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却着实不易。

基于用人单位的招聘需求，结合高校

的学科定位和特色，今年，上海电力大学

能源服务工程专业首次被列入专业目录。

该专业负责人汪洋告诉记者，无论是国家

电网、上海申能集团等行业龙头，还是新

能源汽车等新兴企业，都亟需一批能在技

术和服务间架起桥梁的服务型人才。

在上海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工程专

业也是新专业目录中的“新面孔”。该专业

负责人孙欣介绍，应对能源危机，能源互

联网工程专业未来可期。通过数字化改革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需要电气、自动化、信

息技术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于人才培

养自然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需要构建

全新的能源互联网工程专业体系，满足行

业的需求并引领未来的产业升级。

今年， 上海大学新增的机器人工程

专业也是一门集自然、工程、社会、人文

等理论方法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主要研

究机器人的智能、情感、控制、交互等工

程问题。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上海

市智能制造及机器人重点实验室等基

础，目前，该专业已具备了较为完备的机

器人课程群和多层次的机器人教学实践

平台， 未来将致力于培养能从事机器人

与智能系统的设计制造、 科技开发等领

域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站上风口的大健康产
业，引高校竞相布局

从新设的一批专业看， 站上风口的

大健康产业也成为高校竞相布局的新增

长点。在沪上高校中，同济大学新增的康

复物理治疗、 上海理工大学新增的智能

医学工程、 上海体育学院新增的运动与

公共健康、 上海健康医学院新增的智能

影像工程等专业， 都代表了支撑医疗健

康领域快速发展的新兴趋势。

每到毕业季，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

械与食品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学生

几乎供不应求。

“现在，人们更加追求健康、关注健

康，由此也进一步激发健康产业的需求。

仅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

的医疗器械公司就有4000多家。”该院院

长刘宝林告诉记者， 今年新增的智能医

学工程专业属于医、理、工高度交叉的新

兴学科， 未来将进一步紧密结合医疗健

康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新兴产

业。刘宝林举例道，从辅助医生工作的智

能采血机器人， 到几秒钟就能轻易识别

CT的智能影像、采用大数据分析的医学

智能决策，推进这些全新的工作，都期待

具备基础医学背景、懂得机械制造、人工

智能等的复合型人才。“把临床需求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 布局医学与智能的交

叉融合、转化创新，特别是智能影像的研

发与应用， 是医工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积极探索”。

为了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老龄

化、运动不足导致的慢性病、人口剧增等

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上海体育学院院

长陈佩杰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 目前中

国亟需新型运动与公共健康专业人才。

今年， 该校新增的运动与公共健康本科

专业， 将聚焦推动运动健康融入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学科体系、 丰富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学科。“服务国家从以疾病治

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的公共卫

生健康战略转型， 不断提高老百姓的健

康水平和幸福指数。”相关负责人表示。

望美方多做有利于增进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 （记者成
欣）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 日表示， 美

国上届政府和美国内的反华势力大肆污

蔑抹黑中国， 严重毒化了两国的民意氛

围 ， 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

策， 同中方相向而行， 多做有利于增进

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 推动中美关系重

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我注意到近期有很多关于中美关

系的民调， 我也注意到从一些民调数据

来看， 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

当维持中美人文交流， 72%的受访者支

持美国积极同中国开展气候治理合作。”

汪文斌说。

他强调 ， 中美两国人民素怀友好

感情 ， 双方人民的友谊始终是中美关

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础 。 “但

美国上届政府和美国内的反华势力出

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政治私利 ， 大

肆污蔑抹黑中国 ， 肆意挑动对抗和分

裂 ， 散布政治病毒 ， 严重毒化了两国

的民意氛围。”

“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

美关系， 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同

中方相向而行， 多做有利于增进中美互

信与合作的事，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

稳定发展的轨道。” 汪文斌说， “我们

也希望各界媒体朋友客观真实报道中国

和中美关系， 更好地发挥增进中美人民

相互了解与信任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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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恐怖主义在美蔓延多时

美联邦调查局称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 日电 （记者

邓仙来 徐剑梅）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 2 日表示， 联邦调查局

把今年 1 月 6 日发生的国会山骚乱视

为本土恐怖主义事件 ， 而本土恐怖主

义在美国已蔓延多时 ， 且短期内不会

消失。

雷当天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

会关于国会山骚乱的听证会时发表上述

言论。 据他介绍， 截至目前， 联邦调查

局已就国会山骚乱逮捕超过 270 名嫌疑

人。 雷说， 参与国会山骚乱的暴徒背景

复杂， 被逮捕的人中有些已被归类为受

种族主义驱使的极端主义者， 而联邦调

查局自 2019 年起将这类人列在最高威

胁等级之中， 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和本土极端主义者等同。

雷还说，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本

土恐怖主义案件约 2000 起， 是他 2017

年刚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时的两倍。

下午三点半后的校园精彩不间断

沪上小学全面升级校内课后服务工程

小学生下午3点30分放学，可父母还

在上班，中间的“空窗期”该怎么办，由谁

来管？新学期伊始，上海小学生校内课后

服务工程迎来全面升级。

位于丽园路的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

湾实验小学有近1500名学生。 从本学期

起， 绝大多数学生都选择留校参加校内

看护活动。从下午3点30分到4点30分，是

中高年级学生的作业看护时间，而从3点

30分到傍晚5点15分，是学校为鼓励学生

体验探究而特设的创智导学课程时间，

包括芭蕾、足球、篮球、音乐等16个线下

课程和4个线上课程。

“这两条线是并行展开的，同学可以

自主报名参与。对于参加创智导学课程的

学生，老师会提供‘弹性作业’，充分发挥

学生的自主意识，合理安排完成作业的时

间及数量，在加强认知能力的同时，进一

步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统筹能力、思辨

能力等综合素养。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

湾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马维莺告诉记者。

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指南针计划”、非遗文化项目等

资源引入课后服务，开设了传统文化类、

艺术表演类、学科文化类、运动健身类四

个大类，包括古筝、茶艺、篆刻、民乐、书

法等25项内容供学生选择， 让学生玩中

学，学中乐，乐中获，丰富自身成长经历，

发展个性特长。

“课后330服务其实之前就有，但和

往年相比， 今年我们提供的校内课后服

务定位更准、内容更多、覆盖面更广。”静

安区第一中心小学课程教学中心主任沙

惠健老师告诉记者，新学期开始前，学校

对所有学生和家长开展了详细的问卷调

查，宗旨就是愿托尽托，愿留尽留，不作

要求， 也不设门槛， 让学生可以自由选

择、灵活进出。

1.68亿青少年儿童
“失学”近一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

据新华社联合国 3 月 3 日电 （记者

王建刚 ）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

基会） 2 日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 受新

冠疫情影响 ， 全球超过 1.68 亿青少年

儿童所在的学校已完全关闭将近一年。

这份调查定义， 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2 月这段时间内 ， 如果学校完

全开放在校教育的时间少于 10 天， 部

分开放时间少于 12 天， 则认定学校在

过去近一年时间内处于完全关闭。 调查

范围覆盖学前教育机构至高中。

数据显示 ， 在这期间 ， 全世界有

14 个国家处于大范围封锁状态 ， 其中

三分之二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 封锁状态影响到近 9800 万青少年

儿童到校上课 。 同时 ， 全球约有 2.14

亿青少年儿童失去了超过四分之三在校

课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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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93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逾250亿元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 在昨天

举行的嘉定区 2021 年优秀企业表

彰暨投资促进大会上 ， 93 个项目

集中签约 ， 总投资超 250 亿元 。 据

悉 ， 到 2025 年 ， 嘉定新城产业总

产出将突破万亿元级规模 ， 其中 ，

先进制造业达到 3500 亿元 ， 商贸

服务业达到 6500 亿元 ， 成为 “五

型经济 ” 的重要承载区和产城融合发

展的示范标杆 。

据了解， 去年嘉定区域经济保持平

稳健康发展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逐季回

升， 总量规模稳居全市前列， 新兴产业

保持迅猛发展势头。 今年以来， 区域经

济向上向好发展态势进一步扩大， 1 月

份完成招商 3233 户 ， 同比增长 75%，

预计一季度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1100 亿

元 ， 同比增长 30%以上 。 这次签约的

93 个项目 ， 主要集中在汽车 “新四

化”、 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 在线新经

济 、 数字化转型 、 金融服务等多个领

域， 将为嘉定新城新一轮建设发展集聚

优质资源， 添能助力。

“十四五” 时期， 嘉定区将重点实

施 3 个千亿元级产业专项行动方案和

在线新经济倍增计划。 嘉定新城新一

轮建设范围扩大， 为支持未来发展规

划了足够的地理空间。 在产业空间布

局上， 将形成 “一核一片多组团” 结

构， 同时立足 “一城一名园”， 联动

推进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核心承载区

建设， 打造万亿元级汽车产业集群。

5月，坐上游船去崇明看花博会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今年第十

届中国花博会期间， 本市将开辟一条特

别的浦江游览—花博会航线， 游船将载

着市民游客从十六铺码头启航驶往崇明

岛， 人们在赏花踏青之余， 还能享受游

船上丰盛的美食， 感受入夜后黄浦江两

岸流光溢彩的风景。

昨天 ， 上海久事旅游集团在 “申

城之光 ” 游船上宣告成立 ， 揭开了浦

江游览发展新的一页 。 这条水陆联动

的花博会航线 ， 是浦江游览即将推出

的新产品之一 。 根据设计 ， 游船将于

一早从十六铺码头出发 ， 在 3 个半小

时的航程里 ， 游客可以从容观赏浦江

两岸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和陆家嘴高楼

群 ， 欣赏杨浦滨江的工业遗存 ， 在船

上用完午餐后抵达崇明 ， 由接驳车往

返于花博会景点 ， 开始 4 个小时的参

观 。 下午 4 点半左右返回游船 ， 游客

们品尝游船自助餐之余 ， 还能赶上黄

浦江流光溢彩的最美时段。

副市长陈通出席活动。

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开展以 “课后晚托班+?团活动” 为形式的校内课后服

务， 缓解家庭按时接孩子放学难的问题。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