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东京奥运会

本 报 地 址 ：海 口 市 龙 昆 南 路 89 号 汇 隆 广 场 四 、五 层 广 告 部 ：（0898） 66725877 编 辑 部 ：（0898） 66538859 记 者 部 ：（0898） 66538862
发行热线：（0898）66707100 （0898）66744330 （0898）66516683 （0898）66534230

16 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邹宇 李小欢 校对 / 陈正付 国 际World

美国一条输油主管道关闭，截至9日已经三
天。了解调查的消息人士说，一个自称“阴暗面”的
犯罪团伙“黑”进网络，导致管道停止运作。

美联社报道，这是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迄今遭遇
的最严重网络攻击。“阴暗面”过去3年多次发起攻
击，在西方国家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

美国交通部9日宣布采取紧急措施，放宽17个
州和首都华盛顿的石油产品公路运输限制，以避免
管道关闭导致燃油短缺。

遭“黑”管道由美国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运

营，从得克萨斯州途经密西西比州等州，向美国东
海岸供油。这一管道提供的燃油约占东北部地区
用量的45%。

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先前说，公司遭网络勒
索。这类攻击中，黑客通常通过加密数据锁死网
络，然后勒索赎金。一名消息人士说，黑客窃取了
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的数据。

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没有说明是否支付赎
金以及攻击方是谁。

这家企业9日说，已着手“重启”，虽然主管道未
能恢复“上线”，但一些较小的管道已重新运作。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说，总统约瑟夫·拜
登收到相关简报。商务部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解
决眼下问题并确保燃油供应不受影响。

按雷蒙多说法，针对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正变
得日益频繁。

多家美国媒体表示，这一紧急事故暴露出美国
大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防御的脆弱性。
据路透社消息，目前该事故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

美联社报道，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运营的管道
系统超过8850公里，日输送量超过3.8亿升。业界人
士认为，如果遭“黑”管道能在数日内恢复运作，将不会
影响燃油价格。 综合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9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与新闻界对话》节目专访时表示，美国“毫无
疑问”一直低估了新冠死亡病例数量。

美国是全球报告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和累计
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
国东部时间9日晚，该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58.1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270.7万例。

然而，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

究所近日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估算，新冠病毒
在全球实际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官方报告
数量两倍之多；其中美国实际新冠死亡病例超
过90万例，远超官方统计数据。

福奇在9日的采访中表示，90万例这个数
字要略高于他认为的美国新冠死亡实际病例
数，“但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
都在低估（新冠死亡病例数）……我们正在经历
一场历史性大流行，这是我们100多年来从未
见过的。”

美国实际新冠死亡人数或超90万

福奇承认疫情被低估

美一输油管道遭“黑”关闭
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迄今遭遇的最严重网络攻击，已采取紧急措施

日媒：

巴赫对日访问
将推迟至6月

据新华社电 多家日本媒体10日报
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原计划在5月中
旬对日本的访问将推迟到6月进行。

包括《日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都引述
消息源报道，由于日本多个地区疫情恶化，
巴赫的访日行程只能推迟进行。

日本政府5月7日决定，将东京都、大
阪府、京都府、兵库县4地的紧急状态延长
到5月31日，同时还决定从12日起将爱知
县和福冈县也列入紧急状态实施范围。东
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随后表示：“坦率地
说，我认为他（巴赫）现在前来访问非常困
难。”

巴赫早些时候曾表示，他希望在5月
17日或者18日访问日本，除了会见日本首
相菅义伟之外，还计划去广岛参加奥运火
炬的传递。

最新调查显示：

近六成受访日本民众
希望取消东京奥运会
据新华社电 日本《读卖新闻》最新的

民意调查显示，高达59%的日本民众希望
取消东京奥运会，而希望奥运会如期举办
的比例只有39%。

这次调查是在 5月 7日至 9日进行
的。这次调查没有列入是否同意再次推迟
选项。在同意举办的受访者中，23%的人
希望奥运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东
京奥组委将在6月决定是否允许本土观众
入场观看比赛。

日本东京电视台上周末也做了一份类
似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奥
运会应该取消或者再次推迟，其中主张取
消的比例占37%，希望再次推迟的比例为
28%。

日本首相菅义伟：

从未将奥运会
当作头等大事

据新华社电 日本首相菅义伟10日表
示，他从未将东京奥运会当作头等大事来
对待，并说奥运会是否能够举办，决定权在
国际奥委会。

菅义伟是在国会接受质询时作上述表
示的，当被问到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
非常严重的情况，奥运会是否继续举办时，
他说：“我从未将奥运会当作头等大事。”

他说：“我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日本民众
的生命和健康，我们必须首先防止病毒的
传播。”

他还表示，东京奥运会是否举办，决定
权掌握在国际奥委会手里，日本政府的责
任是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奥运会的安全举
办。

美国新泽西州美国新泽西州科洛尼尔管科洛尼尔管
道运输公司储存罐道运输公司储存罐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察10日
再度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
地”）爆发严重冲突，以警方发射催泪弹和眩晕弹，
目前已造成200余人受伤。进入斋月以来，巴以冲
突事件持续不断，近一周更是频繁发生致死或大规
模冲突。

冲突持续升级
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及其附近以及约旦河西

岸多地，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及民众发生冲
突，甚至还波及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的敏感
地点圣殿山。7日晚，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察
在圣殿山发生冲突，200余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
报道，以色列军警甚至直接进入位于圣殿山的阿克
萨清真寺，这一举动“极为罕见”。

巴以双方都以较强硬的姿态对近期紧张关系
进行了回应。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7日晚在电视讲
话中强调，以色列当局“应对发生在东耶路撒冷的
危险冲突和犯罪袭击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他呼
吁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保护。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9日称，不允许任何“极端分子”破坏
耶路撒冷的平静，以色列将“果断和负责任地维护
法律和秩序”。

多重因素导致
分析人士认为，与往年相比，今年斋月期间巴

以双方冲突更加严重，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其中主要原因是巴勒斯坦民众不满斋月期间以色
列限制其进入耶路撒冷部分地区以及以方试图将
一些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

此外，巴勒斯坦内部政局也被认为是双方冲突
加剧的原因之一。阿巴斯4月30日宣布，因以色列
不允许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进行投票，巴方推
迟原定于5月22日开始的包括立法委员会选举、总
统选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巴全国
委员会选举在内的全面大选。此事引发巴民众对
以色列的不满。

局势总体可控
巴以冲突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舆论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以色列“耶路撒
冷日”、伊斯兰教开斋节及巴勒斯坦“灾难日”等敏
感时间点的来临，双方冲突还将持续。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阿莫斯·哈雷尔认为，即将
到来的宗教节日和纪念日将使耶路撒冷成为“火药
桶”。加沙地带政治分析人士阿德南·阿布·阿米尔
也表示，各种骚乱和示威事件在未来几天不会结
束，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促使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的巴勒斯坦民众团结一致，与以色列进行对抗。

不过巴以双方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巴以关系总
体风险可控，双方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
大。以色列政治评论员尼尔·哈桑说，未来几天局
势会非常紧张，但斋月结束后，耶路撒冷将逐步恢
复平静。

巴以圣殿山再起冲突
已致200余人受伤

66700110
66742110

新闻热线：

海南特区报官微

海南特区报微博

天天开彩
详见14-15版

海口

三亚

福彩3D

21120期

04 5

16

2826 03

11 19 25

七乐彩

21052期

24

1630

大乐透

21052期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
奖 中 6 注 ，单 注 奖 金
8348700元；二等奖中99
注 ，单 注 奖 金 159923
元。我省中奖情况：一等
奖 中 5 注 ，单 注 奖 金
8348700元；二等奖中23
注，单注奖金1599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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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排
列 3直选”中5200注，单
注奖金 1040元；“排列 3
组选3”中12618注，单注
奖金 346元；“排列五直
选”中52注，单注奖金10
万元。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19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3组选3”中
8注，单注奖金346元；“排
列5直选”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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