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0日在白宫
举行新冠疫情通报会时，突然由一名特工护
送离开新闻简报室，在那里举行的疫情通报
会一度中断。特朗普几分钟后返回，说白宫
附近发生枪击，情况“得到控制”。

短暂离开

当天下午在白宫新闻简报室举行的疫
情通报会开始仅几分钟，特朗普突然由一名
身着黑衣的特工护送离开，没有说明原因。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
努钦、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拉斯·沃
特同样由工作人员护送离开。

新闻简报室的大门被锁上，大批记者关
在房间内。

几分钟后，特朗普返回疫情通报会现
场，说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执法人员朝一名
携带武器的嫌疑人开枪，那名嫌疑人被送往
医院，没有其他人受伤。

特朗普说，特工护送他返回椭圆形办公
室。枪击发生后，白宫随即封锁。媒体记者
提问特朗普对这一事件是否感到震惊，他回
答道：“我不知道，我看起来被吓到了？……
世界一直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并非什么独
特的东西。”特朗普继而赞赏特工处对事件
的处置，称赞工作人员是“非常棒、最优秀的

人”。“有特工处（的保护），我觉得非常安
全，”他说，“如果有必要，一些非常棒的人会
做好行动准备。”

控制局面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白宫外发生的枪击
“得到控制”。由于距离白宫“相对较远”，枪
击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特工处在社交媒体
推特写道，“可以确认一名警官卷入发生在
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枪击”。两名熟
悉情况、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美联
社记者，枪击发生地距离白宫仅几个街区。

法新社报道，白宫以外情况平静，只有
附近一部分街道遭封锁，一些警察和政府车
辆聚集在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拐角
处。一名长期在白宫外示威的抗议者说，他
大约下午5时50分听到枪声，紧接着有人尖
叫。“是一名男子的声音……随后八九名男
子跑过来，用他们的AR-15（型步枪）指着
他（那名嫌疑人）。”

哥伦比亚特区消防局说，嫌疑人受重
伤，可能伤势危重。

执法人员正在确认嫌疑人的动机，正在
调查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特朗普在通报
会上说，枪击可能和他没有任何关联。

据新华社电

白宫附近发生枪击

特朗普记者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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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11日发
布的《2019年中国互联网网
络安全报告》显示，截至2019
年底，被植入赌博暗链的网站
数量从1万余个下降到1000
个以内，互联网黑产违法犯罪
活动得到有力打击。

据报告统计，2019 年国
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
各类黑产平台超过500个，包
括手机号资源接码平台、IP地
址秒拨平台、提供支付功能的
第四方支付平台和专门用于
赌博网站推广的广告联盟等。

去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
心监测到各类网络黑产攻击
日均70万余次，电商、视频直
播、棋牌游戏等在线行业是主
要被攻击对象。

据介绍，通过有关部门联
合行动，互联网黑产得到有效
清理。截至2019年底，用于
浏览器主页劫持的恶意程序
月新增数量由 65 款降至 16

款，降幅超过75%；公安机关
在“净网2019”行动中，关掉
各类黑产公司 210 余家，捣
毁、关停买卖手机短信验证码
及协助注册恶意账号的平台
4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
万余名。

报告指出，尽管打击网络
黑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
网络黑产活动正变得日益专
业和隐蔽，自动化程度也在不
断提升。在“杀猪盘”等网络
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通过买
卖精准个人信息，从而了解目
标人群的爱好特点；通过恶意
注册社交账号，再经过“养
号”，具备完整的社交信息，极
具迷惑性；黑产自动化工具也
不断出现，黑产从业门槛逐步
降低。

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正在
积极推进数据安全管理和个
人信息保护立法，但数据安全
防护水平有待加强，公民个人
信息防护意识需进一步提升。

网络黑产打击
取得阶段性成果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获悉，
从11日起，北方地区将出现
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涉及十余
省份，其中京津冀等地降雨量
将达入汛以来最强。

预计11日至13日，西北
地区东部、内蒙古、华北、黄淮
北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有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
雨，累计降水量达60至120毫
米，京津冀等地局地 150 至
200 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
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在甘肃
南部、陕西西南部及河北北
部、北京等局地，公众需及时
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并警惕
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

水及强对流天气；辽宁还要
防范旱涝急转可能导致的不
利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盆地
西部未来几天将连续出现大
到暴雨，对防汛提出严峻考
验。专家提醒，公众需警惕山
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
水、城乡积涝等，合理安排出
行，远离高风险地区。

另外，11日早晨，今年第
6号台风“米克拉”已在福建沿
海登陆。受台风影响，福建中
南部沿海、台湾海峡南部将有
8至10级大风，福建南部沿海
局地风力有11至12级，阵风
可达13至14级；福建中南部
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局地大
暴雨。 据新华社电

北方最强降雨将至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针对美国卫生
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访台，大陆专家11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指出，美方出于国内
政治需要，频频打“台湾牌”加剧中美关系紧
张局势，为选举造势、转移国内对其抗疫不
力的批评焦点。民进党当局错判形势，挟洋
自重、甘当棋子，只会将台湾推向危险境
地。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任何
无视、否定或挑战一中原则的图谋注定失
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
征指出，美方再打“台湾牌”在意料之中，主
因在于其国内政治。正值大选之年，欲求连
任的美现任领导人大打“中国牌”，目的是迎
合对中国有偏见的群体，并意图借此转移美
国国内对其抗疫不力的批评焦点。其中，对
台军售、派官员访台等手段，均是美方打“台

湾牌”的突出表现。
他还认为，美国一些长期反共亲台者持

续经营“台湾议题”，鼓噪将台湾纳入所谓
“印太战略”，以此牵制中国大陆。民进党当
局则紧抱美国大腿，极力向美国靠拢，与大
陆对抗。美方派高官访台，也是对台湾这个

“小跟班”给予“肯定”，目的是鼓励台方更加
配合其遏华战略。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
指出，打“台湾牌”是美国打“中国组合牌”的
一部分，美方自认为“台湾牌”成本低、收益
大。美方此时派阿扎访台，政治目的明显，
就是为了国内选举造势和转移抗疫不力、经
济下滑、失业率攀升等社会焦点。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
力插手干涉。美方举动是对中国的挑衅，违
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对中美关系

产生严重伤害。对于任何挑战中国原则底
线的行为，我们必会予以反制。”朱松岭说。

对阿扎访台，民进党当局表现得“喜出
望外”，忘形吹嘘“美台关系新突破”等论
调。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再次暴露挟洋自
重、甘当美国马前卒的丑态，其与美方勾连，
图谋获取政治私利，不惜损害两岸同胞共同
利益，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朱松岭说，民进党当局将阿扎访台标榜
为自己的“政绩”，大肆包装、炒作，显然是想

“拉大旗做虎皮”，其一贯抱美大腿、甘为棋
子的媚态显露无遗。为求主子欢心，民进党
当局积极配合美国打“台湾牌”，一再挑衅大
陆、破坏两岸关系，不惜将台湾不断推向险
境，不惜牺牲台湾民众利益，行径可耻而危
险。

他指出，若民进党当局继续错判形势，

一味“倚美抗陆”，并炒作制造美国在帮助
“台独”对抗大陆的舆论氛围，后果将是极为
严重的。民进党当局胆敢勾连外部势力谋
求“台独”，无异于自掘坟墓，注定自食恶果。

袁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
政治基础。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关
系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
都绝不会容忍“台独”分裂。美方所作所为
严重违背其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对中
国的公然挑衅，是对中美关系的严重破坏，
中方必作应有反制。

“美国首先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美
国优先’之下，台湾只是其用来对付中国大
陆的一个棋子，不要指望它真会‘保卫台
湾’。”袁征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幻想
抱美国大腿就能捞到好处，挟洋自重只会反
噬己身、戕害台湾。

专家评美卫生部长访台

危险的政治操弄注定失败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财政部日前对外发布2019年
全国财政决算情况，2019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数 192500 亿元，决算数为
190390亿元，决算数为预算
数的98.9％。其中，中央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预 算 数 为
89800 亿 元 ，决 算 数 为
89309.47 亿元，为预算数的
99.5%，比上年增长4.5%。

分税种来看，2019年国内
增值税预算数为30040亿元，
决算数为31160.46亿元，为预
算的 103.7%，比预算超收
1120.46亿元，根据《关于2019
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
的说明》，主要是实施大规模减

税降费后，税源增长高于年初
预期。其中软件企业、资源综
合利用企业等增值税退税决算
数为1357.81亿元。

2019年个人所得税预算
数为 7740 亿元，决算数为
6234.19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80.5%，比预算短收1505.81亿
元，主要是提高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和实施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政策的减税规模超出预期。

2019年车辆购置税预算
数为 3630 亿元，决算数为
3498.26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96.4%，比预算短收131.74亿
元，主要是汽车销量增长低于
年初预期，免税的新能源汽车
销量占比提升。

2019全国财政决算出炉

新个税减税超预期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0日10时（北京时间10日16时），全球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253409例，达到19718030例；死亡病例
增加5719例，达到728013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北
京时间11日7时35分，全球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达 20001019 例，死亡病例为
733897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累计确诊病例达5085821例，死亡
病例为163370例。

新闻事件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0日
表示，抗疫成功希望仍然存在，有效应对
新冠大流行需要各国领导人加紧行动，
同时民众需要接受新的防疫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10日表示，过往
经验显示，要找到新冠病毒的动物源头
以及探究病毒如何打破物种界限，可能
耗时耗力、困难重重。

欧盟委员会负责卫生和食品安全事
务的委员斯泰拉·基里亚基季斯9日接
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表示，有积极迹象
表明，第一款用于预防新冠感染的疫苗
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上市。

菲律宾卫生部10日通报，截至当地
时间10日20时，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6958例，创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这也
是继8月4日该国报告6352例新增新冠
病例之后，一周之内第二次单日新增病
例超过6000例。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副首席医疗官迈
克尔·基德10日说，截至当天中午，该国
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死亡病例19例，
创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新高。新增死亡
病例全部来自当前疫情最严重的维多利
亚州。 据新华社电

全球病例超2000万
世卫总干事说抗疫成功希望仍在

新华社芝加哥8月10日
电 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市
中心10日清晨发生大规模暴
力抢劫事件，导致15人受伤，
其中两人遭枪击伤势严重，
100多人被警方逮捕。

芝加哥警察局局长大卫·
布朗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伤者中13人为
警察；两名重伤人员为一名保
安和一名平民，已被送往医院
救治。警方在事发现场找到5
支枪。

布朗说，此次暴力抢劫事

件由芝加哥南部一次枪击事
件引发。芝加哥警方9日接
到报警说，一名男子携带枪
支。警方赶到现场后该男子
逃跑并向警察开枪，警察回击
并击中男子。男子随后被送
往医院，但无生命危险。布朗
透露，此男子有犯罪前科。

芝加哥市长洛丽·莱特富
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暴
力抢劫事件为“无耻的严重犯
罪行为”，是对“城市的袭
击”。她呼吁民众帮助辨认抢
劫者。

芝加哥发生
大规模暴力抢劫事件

8 月 11 日 7 时 30 分，今年第 6 号台风
“米克拉”在福建漳浦沿海一带登陆，登陆时
强度达台风级，给福建中南部沿海带来狂风
暴雨，部分台风影响区域交通设施停运。

上图:8月11日，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的
一处公路护栏被大风吹倒。

中图:8 月 11 日，在福建漳州漳浦县境
内，公路边的广告牌被大风刮倒。

左图:8月11日，渔民走在福建漳州漳浦
县前亭镇海边。 新华社

台风“米克拉”登陆福建

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在枪击事件后返回白宫的记者会。 新华社

8月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内，大熊猫“阳阳”
准备享用生日礼物。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为生活于此的
大熊猫“阳阳”庆祝20岁生日。“阳阳”自2003年来到维也纳美泉
宫动物园以来，一直是这里的“明星”，深受人们喜爱。新华社

新华社莫斯科8月11日电 俄罗斯
总统普京11日表示，俄卫生部已首次对
本国研制的一款新冠疫苗给予国家注
册，他的女儿已接种，并且感觉良好，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大量生产。

据俄总统网站11日消息，普京当天
在位于莫斯科州的总统官邸与多位俄政
府官员举行视频会议时表示，这款疫苗由

“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
中心（下称“加马列亚”中心）以腺病毒为
载体研制而成，“疫苗已通过必要检验，它
能充分有效发挥功能，稳定生成抗体”。

普京介绍说，他的一个女儿参加了
疫苗试验，注射了两次。“在第一次注射
后她的体温升到38摄氏度，次日降到37
摄氏度多，没有其他状况。第二次注射
后，体温在略有升高后恢复正常且感觉
良好，体内的抗体水平很高。很多受试

者在注射这种疫苗后体温正常。”
普京还表示，保障新冠疫苗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他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能大量生产，供所有需要注射疫苗
的人使用。

“加马列亚”中心主任金茨堡7日介
绍说，这款疫苗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也
就是将编码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核酸片
段导入腺病毒，以腺病毒作为载体，诱导
人体对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免疫应答。

据俄媒体报道，至今俄已有17家科
研机构正在研制至少26种新冠疫苗，其
中“加马列亚”中心的这款疫苗研制进度
最快。“加马列亚”中心这款疫苗的1期和
2期临床试验分别于7月15日和8月3日
结束，达到了俄疫苗安全和有效标准。按
计划，该中心将在本月启动为期5个月的
3期临床试验，约2000名成年人参与。

俄首款新冠疫苗已获国家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