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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贝鲁特8月4日电 黎巴嫩首
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生剧烈爆炸。
黎巴嫩红十字会官员乔治·基达内说，爆炸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人，受伤人数
超过4000人，伤亡人数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当地时间4日18时10分左右，贝鲁特
港口区发生剧烈爆炸。新华社记者所在的
办公大楼距港口约5公里，记者先是感到大
楼晃动，随后听到爆炸声，看到天空升起粉色
蘑菇云和浓烟。爆炸声震耳欲聋，北部比布
鲁斯、南部赛达等多个城市的居民都能听到。

爆炸导致贝鲁特多个街区严重受损，到
处可见破损的建筑物和散落的玻璃碎片。
在爆炸地点附近的阿什拉斐叶街区，居民比
拉尔对新华社记者说，事发时整个街区“就
像遭受一场灾难”，许多人受伤。据当地媒

体报道，距爆炸地点10多公里的总统府建
筑也受损。

事发近两个小时后，现场依然浓烟滚
滚，一些集装箱在爆炸中被掀飞、变形，旁
边的仓库一片狼藉，纸箱等物品四处散
落。距爆炸点几十米的修车厂员工塔拉勒
惊魂未定，甚至不愿回忆事发时的情况。
他的朋友说，修车厂员工很多人受伤，已被
送往医院。

爆炸发生后，大量救护车赶往现场运送
伤亡人员。许多消防车前往现场救火，军方
还出动多架直升机帮助灭火。军警在周边
区域设置封锁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港口区。

黎巴嫩卫生部长哈桑当天说，初步统计
显示，爆炸造成至少73人死亡、3700人受
伤。因贝鲁特的医院收治能力有限，他呼吁

将伤亡人员分散至周边医院，同时号召所有
医护人员参与救治伤员。

目前，爆炸具体原因暂不清楚。有黎巴
嫩媒体报道说，港口一处仓库发生火灾并引
起爆炸。目击者说，当天共发生两起爆炸，
中间间隔几秒钟。黎内政部长法赫米说，爆
炸可能由2014年即存放在港口仓库内的化
学品硝酸铵引起。

黎总统奥恩当天召集紧急安全会议，指
示军方做好爆炸后应对，要求有关部门为伤
者提供免费救治，向遭受巨大损失或流离失
所的家庭提供帮助。

黎总理迪亚卜当天视察爆炸现场，随后
宣布5日为全国哀悼日，并表示黎巴嫩将向
国际社会寻求帮助。

新华社贝鲁特8月5日电 中国驻黎

巴嫩大使馆5日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黎巴
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爆炸中受轻伤。

使馆方面说，伤者是一名在黎中资企业
员工，被碎玻璃划伤，目前已接受救治。

据黎巴嫩红十字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
字，截至5日晨，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
生的剧烈爆炸已造成100多人死亡，另有
4000多人受伤。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
伤亡数字预计会进一步上升。

爆炸具体原因目前仍不清楚。多名黎
巴嫩官员提及，有大约 2700吨硝酸铵自
2014年起便存放在贝鲁特港口区仓库内。

黎巴嫩总统奥恩强调，要彻查爆炸事
件，并将严惩相关责任人。黎总理迪亚卜称
这一爆炸是“灾难”，誓言要让肇事者“付出
代价”。

新华社贝鲁特8月5日电 黎巴嫩首
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生剧烈爆炸，据
估算，爆炸强度相当于3.5级地震。爆炸原
因仍在调查中，但黎巴嫩政府官员指出，存
储在港口长达6年的2750吨硝酸铵可能是
爆炸源。

美联社报道，德国地质学研究中心测
算，此次爆炸强度相当于3.5级地震。距贝
鲁特大约200公里的塞浦路斯也能听到爆
炸声并有“震感”。

黎巴嫩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法赫米说，
爆炸似乎由港口仓库中存放的2750吨硝酸
铵引起。这批化学品可用作化肥或炸药，
2014年从一艘货船上查没。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指出，2750吨
硝酸铵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在港口存放6年

“不可接受”。他呼吁内阁5日召开紧急会
议，建议宣布全国进入两周紧急状态。

目击者说，现场升腾橘色烟云，似乎印
证爆炸牵涉硝酸铵的说法。硝酸盐爆炸后
会释放红棕色有毒气体二氧化氮。

当地电视台报道，港口一处烟花仓库失
火与爆炸有关。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剧
烈爆炸前不久，港口一处建筑失火，随着火
势蔓延继而出现蘑菇云和冲击波。港口工
人沙尔贝勒·哈吉说，刚开始像是烟花类物
质的小型爆炸，之后他就被震倒。一些当地
媒体说，爆炸缘于修复仓库的焊接工作。

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当天发表电视
讲话说，政府很快将对“这座存在6年的危
险仓库”宣布相关处罚措施。

迪亚卜同时希望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帮
助业已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危机的黎

巴嫩渡过难关。
贝鲁特市长马尔万·阿布德视察现场时

泣声说：“贝鲁特已被毁。”
黎巴嫩人口大约600万。按照美联社

的说法，黎巴嫩经济眼下因金融危机濒临崩
溃，本币大幅贬值。再加上防疫限制措施导
致民众失业，不少人陷入贫困。而爆炸加深
黎巴嫩人面临的困苦。数以千计民众居住
的房屋被毁，被毁港口承担几乎全部必要生
活用品运输，今后民众生计恐成问题。

路透社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就
爆炸表达震惊和同情，表示准备援助。以色
列说，已准备提供人道和医疗援助。卡塔尔
和伊拉克则说会向黎巴嫩运送临时医院设
备，协助救治伤员。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表
示愿提供援助。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例
行发布会上暗示爆炸可能是袭击。他说，部
分美军将领认为，这不是“某种类型的工业
爆炸”。不过，两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政府官
员说，他们掌握的初步信息显示爆炸原因与
黎巴嫩政府公开说法相近，但可能随后续事
态发展而变化。

以色列爆破专家博阿兹·哈云告诉美联
社，烟花有可能是触发大爆炸的因素之一，
视频显示的火势和声音都具备烟花特点。
要求匿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明确否认以色
列与爆炸有关。

美联社和路透社都注意到，2005年黎
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等22人在一起
汽车爆炸中身亡，涉嫌制造爆炸的4名嫌疑
人定于3天后接受联合国支持的一家法庭
裁决。哈里里身亡地点距港口约2公里。

新华社8月5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当地时
间4日傍晚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已造成100
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爆炸事件引发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一些
国家已表示将向黎巴嫩提供援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
人向黎巴嫩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并祝愿包括在黎巴嫩工作的联合国人员在
内的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
在这一困难时刻将一如既往地向黎巴嫩提
供支持，并积极协助应对这一事件。

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穆罕默德-班迪也
对爆炸事件表示关注。他向在爆炸中失去亲人
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克里姆林宫网站4日发布公告说，俄罗
斯总统普京当天就黎巴嫩首都港口区发生
爆炸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普京说：

“请转达对遇难者家属和亲人的同情和支
持，并祝所有伤者早日康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部时间4日下
午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对贝鲁特发
生巨大爆炸深表同情，为所有受害者及其家
属祈祷，并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援助黎巴嫩。

爆炸现场惨烈伤亡惨重

黎巴嫩红十字会5日说，已有100多人
死亡，4000多人受伤。贝鲁特省省长马尔
万·阿布德对当地媒体说，仍有100多人失
踪，此次爆炸造成的损失估计有30亿至50
亿美元。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5日证实，一名中
国公民在爆炸中受轻伤。

爆炸造成贝鲁特大量建筑物被损毁，港
口附近街区受损更严重。新华社记者5日
凌晨在这一街区看到，现场就像遭受过战争
蹂躏一样，所有建筑物几乎无一幸免，路边
所停车辆也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受损。一名
现年75岁的黎巴嫩居民告诉记者，他从未
见过如此悲惨的景象，即便在贝鲁特内战期
间也没见过像这样的爆炸。

港口区爆炸现场的搜救行动正在继续，
黎巴嫩军方参与救援行动。

爆炸原因依然指向硝酸铵

目前爆炸具体原因仍不清楚。但多名

黎巴嫩政府官员说，爆炸可能由2014年存
放在港口仓库中的2750吨硝酸铵引起。

但对于引发硝酸铵爆炸的原因，黎巴嫩
当地一些媒体报道，事发前仓库在进行焊接
维修作业，可能由此引发火灾，从而引爆硝
酸铵。

黎巴嫩高级防卫委员会4日晚表示，将
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就爆炸原因展开调
查，调查委员会须在5天内提交调查结果。

对民生和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黎巴嫩自然资源匮乏，高度依赖商品进
口。贝鲁特港作为黎巴嫩主要港口，预计短
期内港口货运将受到影响。当局表示，已准
备将港口部分货运暂时分流到北部港口城
市的黎波里。

当地媒体报道，爆炸或将影响黎巴嫩的
民生物资供应。由于爆炸仓库临近一个小
麦储存仓库，造成小麦储存仓库严重损毁。
黎巴嫩经贸部官员表示，鉴于有储备，黎巴
嫩目前并未面临面粉危机。

黎巴嫩从去年开始遭遇严重经济和金
融危机，今年叠加新冠疫情影响，造成美元
严重短缺，黎镑严重贬值。美元短缺殃及
黎巴嫩的商品进口，包括汽油、面粉、药品
等基本民生用品，从而造成物资短缺、物价
上涨。爆炸或对民生和经济产生较大影
响。

新华社贝鲁特8月5日电

黎首都港口区发生大爆炸
已造成100多人死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8月5日，一架军方直升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灭火。新华社

8月4日，人们走在爆炸后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 新华社

8月4日，一名男子走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爆炸现场附近。 新华社

8月4日，一架直升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爆炸现场灭火。 新华社

大爆炸为何如此惨烈？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

傍晚发生剧烈爆炸，截至5日已造成
1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爆炸
为何如此惨烈？原因是否明朗？爆炸
对民生、对黎经济和社会影响有多大？

大爆炸缘于硝酸铵？

国际社会关注贝鲁特爆炸事件

多国表示将提供援助

8月3日，消防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丽塔附近进行
灭火作业。美国加州南部多地近日来遭遇高温，山火险情不断。

新华社

美国加州山火

新华社华盛顿8月4日电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
索集团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
为美国新冠疫情应对情况不如其他国家。

根据这项民调，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
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认为美国应对得
更好的人不到三成。

如按党派划分，85%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应对新冠疫情不
如其他国家，共和党人和独立派人士中，持相同观点的人分别占
各自群体的44%和66%。

关于遏制新冠病毒应采取的措施，民调显示，八成以上美国
人支持政府拨款进行免费检测并扩大检测规模；75%的人支持
所在州立法强制人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至少六成的人支持制
定单一、全国性的重启商业和校园政策等。

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马洛丽·纽沃尔说，就新冠死亡病例数
量和病毒传播而言，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望看到彻
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

这项民调于7月30日至31日进行，调查对象为1115名美
国成年人。

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日下午，美国新冠病
毒确诊感染病例数量已超过475万，死亡病例超过15.6万。

约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

美国新冠疫情应对情况
不如他国

新华社新加坡8月5日电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5日更新的
数据显示，截至4日，该国每周新增登革热病例连续8周超过
1000例，新加坡今年已出现22403例登革热病例，已超过2013
年全年22170例的历史最高纪录。

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8月2日，今年新加坡因感染登革热
病毒死亡人数已达20人。此前新加坡因登革热死亡人数最高
纪录出现在2005年，有25人死亡。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说，除了继续展开全岛检查行动，国家环
境局也与各政府机构合作派发宣传单和防蚊剂，同时呼吁居民
使用防蚊用品、在角落喷洒杀虫剂和穿上长袖和长裤，并继续清
理家中积水，防止蚊虫滋生。

登革热是由登革热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蚊媒
传播，主要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流行。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娜医
院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告诉记者，登革热在东南亚地区长期
存在，对它的治疗方案已经比较成熟，不会占用太多医疗资源。

此前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国家环境局的话说，多种因素
导致今年新加坡登革热病例激增，除了天气热、雨水多导致登革
热病毒主要传播媒介伊蚊数量增加之外，今年采取的新冠疫情
隔离措施使得除草等活动受到影响，一些公共区域疏于维护，也
有助蚊虫滋生。

新加坡遭遇
史上最严重登革热疫情

一项扣押新日本制铁公司部分股票用于赔偿韩国二战劳工
的法院裁决4日生效，韩日两国可能爆发新一轮外交和经济战。

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浦项分院去年1月裁定，扣押新日本制
铁在韩国一家合资企业的部分股票，用以变现后赔偿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为劳工的4名韩国人，每人一亿韩元（约合
58万元人民币）。

由于日方拒绝接受裁决文书，法院去年6月在网站发布这
项裁决的公告。相关程序本月4日完成，扣押命令正式生效。

新日铁有7天时间上诉。这家企业4日宣布，将立即提起
上诉。

日本政府多名高官当天警告韩方，如果执行变现赔偿命令，
将进一步打击两国关系，日方将报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
伟在记者会上说，韩方“必须避免”那样做，否则会出现“严重情
况”，日方将“坚决应对”，正在考虑“各种选项”；副首相兼财务大
臣麻生太郎称，日方将“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外务大臣茂木敏
充也说，日方正考虑“各种选项”。

日本多家媒体报道，一旦韩方变现扣押的新日铁股票，日方
可能采取多种外交和经济报复举措，包括召回驻韩国大使；对韩
国人施行更严格的签证发放条件；上调韩国商品进口关税；限制
向韩国汇款；扣押韩国在日本的资产以及金融制裁。

韩国外交部3日说，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正就日方可能的
报复研究应对方案。

韩国《京乡新闻》4日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如果日方报
复，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朝鲜日报》也报道，韩国政府

“正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一名韩国总统府前高级官员告诉路透
社记者，韩方可能以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方式报复
日方。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金仁澈4日说，韩方“随时可以”终止
这一协定。

二战遭强征韩国劳工索赔争议是日韩关系主要症结之一。
日方坚称，两国1965年签订《日韩请求权协定》后，这类索赔问
题“已经解决”。日本政府去年对多种出口韩国的半导体产品实
行出口管制并把韩国从贸易便利对象名单中删除。

韩方认定日方是在报复韩国法院判定日本企业应赔偿二战
中遭强征的韩国劳工，采取一系列反报复措施。两国关系跌入
建交以来低谷。 新华社特稿

因劳工赔偿争议

日韩新一轮外交经济战
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