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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5日表示，
美国已经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首要威胁，
正在打造以美为核心的“网络窃密轴心”，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针对全球的恶意网络
活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媒体

报道，信息安全新媒体“安在”近日发布报
告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接入技术
行动处（TAO）持续对全球互联网用户实
施无差别数据窃密。美并利用潜艇对全球

海底光缆和电缆进行网络窃密。TAO将
网络攻击武器交由美及“五眼联盟”国家使
用，英国政府曾利用欧盟电信运营商对欧
盟总部进行网络窃密。此外，美政府要求
美互联网公司配合网络武器研发制造，并
研发针对中国电信设备的攻击武器。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该报告再次表明，不仅对中国，对全

世界而言，美已经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首
要威胁。”汪文斌说。

他说，报告披露的材料表明，英国等“五
眼联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网络机构协助并
参与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网络窃密行动。
“这表明，美正在打造以美为核心的‘网络窃
密轴心’。”
汪文斌说，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指出部分

美国互联网软硬件公司全程参与美网络武器
研发制造。前不久，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
急处理中心也发布报告指出，现有国际互联
网骨干网和世界各地的重要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中，只要包含美国公司提供的软硬件，就极
有可能被内嵌各类“后门程序”，从而成为美
国政府网络攻击的目标。
“不难看出，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抹

黑打压中国企业，真实目的是为美国的不负责
任的网络窃密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他说。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针对全球的恶

意网络活动，在网络空间采取更加负责任的
态度。”汪文斌说。

据新华社电

美国安局下属机构持续对全球互联网用户实施无差别数据窃密，我外交部——

美国成网络安全领域首要威胁
针对美军方宣布致阿富汗人坠亡的涉事机组被认定不违

规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5日表示，世人已经看清美
国所谓“保护人权”的虚伪面目，美国戕害各国人权的罪行必
将受到应有的追究和惩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美国媒体报道，去年8
月美军撤离阿富汗之际，一架美军C-17运输机在喀布尔机
场仓促起飞，造成至少两名阿富汗人坠亡。在近10个月后，
美军方宣布对涉事机组人员的调查结果，认定他们的操作遵
守了相关规定。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美军肇事人员免受追究，这不是新闻。人们已经看到太

多美国为美军罪行袒护、开脱的案例。”汪文斌说。
汪文斌说，一桩桩冷酷无情的案例告诉人们，美国对他国

百姓的死活毫不在意，对他国民众的人权更视若无物。美军
随意杀人可以免受惩罚，因为美国强大。阿富汗、伊拉克等国
百姓被任意杀戮却无处申冤，因为他们弱小。这就是美国的
规则——21世纪的丛林规则。
“但是霸权不会长期横行，正义总会得到伸张。世人已经

看清美国所谓‘保护人权’的虚伪面目，美国戕害各国人权的
罪行必将受到应有的追究和惩罚。”他说。

据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14日宣布，总统约瑟夫·拜登定于7月13日至
16日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这将
是拜登上任一年半来首次访问中东地区。
面对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中期选举压力加剧，拜登此行将

重点说服沙特等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大幅增产，同时寻求修补
与这些老盟友的关系，重申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承诺，并推
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能源安全

白宫14日证实，“能源安全”将是拜登访问沙特的议题
之一。
舆论预期，拜登将劝说沙特大幅增加石油产量，以期平抑

国际油价，从而抑制国内创纪录的油价和通胀上涨势头，以免
民主党在11月美国国会改选、即中期选举中“失分”。

俄罗斯今年2月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中东国
家大多保持中立。尽管拜登反复呼吁，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等产油国拒绝为了配合西方对俄制裁而大幅增产。这暴露
了美国与这些盟友关系日渐扩大的裂痕。
法新社解读，若拜登无力改变国际油价，他和民主党可能

成为选民发泄怒火的对象，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可能“惨败”。
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高级驻会学者侯赛因·伊

比什认为，现阶段能够补上缺口的只有沙特和伊朗。由于美
伊对立，拜登只能求助于沙特。

修补关系

国际媒体最为关注的，是拜登此行将会晤沙特王储穆罕
默德·本·萨勒曼。

白宫声明中没有提及穆罕默德王储。白宫发言人卡里
娜·让-皮埃尔说，拜登此行将会晤多名领导人，“可以预期总
统也会见这位王储”。

让-皮埃尔强调，此前遇冷的美沙关系正在“重新校准”，
不寻求“决裂”。

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丹·夏皮罗说，拜登政府认定，稳定
美沙关系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面对当前国际局势，
让沙特等中东产油国同美国利益站在一起，“极其重要”。

沙特政府发布拜登访问消息时，明确提及拜登将会晤王
储穆罕默德。

重申承诺

美国官员强调，拜登这次中东行有更广泛的外交目标，将
借助短暂而紧凑的行程，会晤10多名领导人，展示美国在中
东地区“重回领导地位”。

所谓“重回”的背后，是美国近年来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地区，沙特、阿联酋等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越来越缺乏信心。
比如，沙特、阿联酋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美方
回应力度却令这些盟友失望。拜登执政后还宣布不再支持沙
特所主导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撤销上届政府把胡塞武
装列为恐怖组织的决定。
在以色列专家阿夫特曼看来，尽管美方要求，美国在这一

地区的所有盟友都拒绝在乌克兰问题上选边站队，是美国从
战略层面上在中东退却的“明显信号”。

阿夫特曼预计，拜登此行将公开鼓励沙特和以色列建立
外交关系。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拜登将会晤巴勒斯坦国总统
马哈茂德·阿巴斯，强调支持“两国方案”，恢复特朗普执政时
几乎断绝的美巴关系。

新华社专特稿

欧盟卫生应急准备与反应局14日与
丹麦巴伐利亚北欧公司签订一项采购合
同，计划购买约10.9万剂该公司第三代疫
苗，以应对猴痘疫情。

欧盟委员会14日发布公报说，随着猴
痘病例数继续增加，上述合同将确保所有
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和冰岛尽快获得疫

苗。卫生应急准备与反应局将按比例向成
员国分配疫苗，猴痘疫情严重的欧盟国家
本月底即可获得疫苗。

自5月18日以来，欧盟有19个成员国
已累计报告约900例猴痘病例。目前，世
界卫生组织评估猴痘的全球公共卫生风险
级别为“中等”。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世界卫生
组织14日说，将正式重新命名猴痘病毒
及其所致疾病，以防现有名称引发污名化
和歧视。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世卫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当天说，该组织正与全球专家
和合作伙伴一道，为猴痘病毒、其分化枝及
所致疾病改名，一旦有结果将尽快公布。

全球30多名科学家上周在公开信中
说，就全球目前暴发情况而言，继续使用猴
痘这个名称既不准确，也存在污名化和歧
视性，“亟需”重新命名这种病毒。

他们说，猴痘这个名称不符合世卫组
织对新发现传染性疾病命名的现行指导原
则。2015年，世卫组织等机构提出，命名
新发现传染性疾病时，提倡使用中性、一般
术语代替人物、地点、动物、食物和职业的
名称。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世卫组织目前
正咨询正痘病毒专家，为猴痘寻找更合适
的名字。这种病毒虽然名为猴痘，其主要
宿主其实是啮齿目动物。猴痘与天花同属
正痘病毒属。自1970年发现首例人感染
猴痘病例以来，这种病毒主要在西非或中

非部分地区传播，近来多个非流行国家出
现确诊病例。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7个猴痘流
行国家以及32个非流行国家今年报告猴
痘确诊病例1600例，疑似病例近1500例，
死亡病例72例。绝大多数确诊病例来自
欧洲，死亡病例均来自猴痘流行国家。

谭德塞说，猴痘疫情在全球暴发不寻
常且令人担忧。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
定，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定于23日召开会
议，评估目前猴痘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白俄罗斯国家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
科学与实践中心主任戈尔布诺夫13日对
媒体说，该国新研发的猴痘病毒检测系统
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技术，可以在采
样后几小时内出具结果。戈尔布诺夫表
示，目前白俄罗斯尚未报告猴痘病例，但
是需要防范。 据新华社电

世卫组织拟为猴痘改名
防止现有名称引发污名化和歧视

欧盟订购逾10万剂疫苗白俄罗斯研发出检测系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5日说，一支国际
研究团队意外发现了90亿年来成长最快
的黑洞。

这个黑洞代号简称J1144，质量是太阳
的30亿倍，平均每秒钟可“吞噬”一个地球
大小的天体，其所在类星体亮度是银河系
所有光亮度之和的7000倍。

研究牵头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天体
物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昂肯说，研究人员通
常经由黑洞所在类星体的光亮程度判断黑
洞的成长速度。随着越来越多物质坠入黑
洞，其附近物质加剧摩擦、产生热量，发出

特别亮的光。
研究者借助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漫步

者”天文望远镜发现这个超大黑洞，称该黑洞
所在的类星体是90亿年来最亮的类星体。
类星体通常包括一个中央黑洞和周围的星
云，J1144黑洞所在的类星体的目视星等，即
观测者用肉眼看到的星体亮度达14.5等，是
银河系黑洞所在类星体的500倍。

据英国《卫报》援引昂肯的话报道，J1144
黑洞所在类星体发出的光“跋涉”约70亿年
才到达地球。昂肯说，50多年来，天文学家
“一直在寻找这样不断成长的黑洞”，迄今已

发现约88万个。
依据昂肯的说法，发现这个黑洞相当于

大海捞针，而且捞起来的是“非常大、意想不
到的针”。其他类似大小的黑洞数十亿年前
就不再如此快速地成长，研究人员猜测“也许
是两个大星系相互碰撞、将大量物质压缩到
黑洞中”所致。

上述研究发现尚未经同行评议，已在发
布物理、数学等学科学术文章的网站“档案
库”预印本系统发表，且已交由《澳大利亚天
文学会丛刊》审核。

新华社专特稿

科学家发现90亿年来成长最快的黑洞

平均每秒可“吞噬”一个地球大小天体

巴黎孚日广场雨果故居博物馆三楼，大文豪雨果亲手设计的
“中国客厅”里，摆满了中国瓷器、漆木家具、宫灯、装饰竹帘……客
厅摆设营造出绚丽又独特的中式文化氛围。 新华社发

大文豪雨果的中国情结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14日电 俄罗斯
外交部14日发表声明，宣布将来自英国媒体
和英国国防军工部门的49名英国公民列入
制裁名单。

根据俄外交部网站发表的声明，俄外
交部将来自《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等英国媒体的29人列入禁止入境
名单。此外，包括国防国务大臣杰里米·
奎因在内的20名英国国防军工部门人员
因参与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的决定也被列
入制裁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由于空中
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15日上午起
降瑞士日内瓦、苏黎世等地国际机场的所
有航线一度暂停运行，瑞士空域也暂时对
外关闭，不过故障在几小时后修复，现已重
新开放空域。
日内瓦机场和苏黎世机场两大航空枢

纽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
说，暂停所有航班起降。
为瑞士各机场提供空管系统服务的瑞

士空中导航公司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今天
凌晨遭遇一个技术故障，因此瑞士空域为
安全起见关闭交通，直至另行通知”。瑞士
空域关闭期间，所有飞往瑞士的国际航班
被指引转飞邻国。几小时后，瑞士空中导
航公司在推特上宣布，技术故障已经修复，
瑞士空域现已重新开放。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巴基斯坦计
划发展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14日呼吁国
民每天少喝一点茶，以减少茶叶进口，缓解
外汇短缺之急。
据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伊克巴尔

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对媒体说，国家举债进
口茶叶，因此恳请民众每天少喝一两杯茶。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基斯坦是全世
界最大的茶叶进口国，去年进口逾6亿美元
茶叶。巴基斯坦人均每年消费1公斤茶叶。
巴基斯坦近来外汇储备持续减少。《论

坛快报》援引数据说，今年2月巴基斯坦尚
有160亿美元外汇储备，到6月第一周降至
不到100亿美元，难以维持今后两个月进
口需求。

巴基斯坦政府为此采取措施，自5月
起两个月内限制非必要奢侈品的进口。受
限制商品总计41类，包括汽车、手机、化妆
品、香烟、食品和服装。此举预计能节约近
6亿美元外汇。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澳大利亚
一名18岁男子涉嫌在家中用三维（3D）打
印机打造出一支功能齐全的枪，受到涉枪
犯罪指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日报道，西澳
大利亚州警方本月上旬执行一份搜查令，
在该男子家中搜到一支3D打印枪和其他
若干火器。
警官布莱尔·史密斯告诉媒体记者，这

把3D打印枪外形像玩具枪，但“具备在我
们社区内造成严重危害的功能”。

只要扣动扳机，这把枪能连续发射15
发子弹。警方说，造这支3D打印枪只需两
天，材料成本不足40澳元（约合28美元）。

史密斯认为，这名男子能在家中用3D
打印机和现成材料造枪，“令人深感忧虑”。

嫌疑人受到无证制造枪支弹药、持有
违禁武器等罪名指控，将于下周出庭。

1996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阿瑟
港发生“独狼”式袭击，一名枪手打死35
人，震惊社会，促使政府出台一系列严厉的
枪支管控法律。在澳大利亚，公民不得持
有全自动武器，其他类型枪支持有权受到
严格监管，仅限年满18岁且持有效许可证
的人员拥有。

致阿富汗人坠亡机组被美军认定不违规

我外交部：
美国戕害人权罪行必受追究

美国总统拜登任内首访中东
说服沙特增产石油、推动沙以关系正常化

每年6月至9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图为6月14日，在

印度高哈蒂，人力车夫在洪水中推车前行。 新华社发

俄罗斯制裁49名英国人

系统故障

瑞士空域关闭数小时

外汇短缺

巴基斯坦呼吁国民少喝茶

3D制枪

澳大利亚一男子受指控

上图：6月14日，游客在位于法国巴黎的雨果故居参观“中国客厅”。

左图：“中国客厅”内的瓷器。

印度高哈蒂：洪水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