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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说暂不打算与伊朗开战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推测，伊朗与美国
不会爆发战争。

5 月 14 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
“我们和他们都不希望打仗，”哈梅内伊说，
“他们（美方）明白，战争对他们没有好处。”
他说，双方正“较量意志”，伊方将继续“抵
抗”，
最终令美方退却。
美国政府去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
对伊方“极限施压”，施行广泛和严厉制裁，把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要求伊方
就核、导弹和地区安全等事项满足美方条件。
伊方强硬应对，拒绝与美方重新谈判，把辖
区包括中东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及下属部队列为
“恐怖组织”，警告将停止执行核协议部分内容、
恢复更高丰度铀浓缩活动。
哈梅内伊谴责美方撕毁协议，说与美方谈
判如同服“毒药”，与特朗普政府谈判“毒性更
大”。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
齐 14 日告诉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美方正在打
“心理战”。
《纽约时报》报道，一些美国官员对可能派
遣 12 万美军前往中东的方案感到“震惊”；一些
力主以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的美方高级官员
认为这一方案是“威吓战术”，旨在警告伊方不
要再作挑衅。

【盟友忧虑】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13 日警告，美
国和伊朗无意升级紧张局势，却可能“擦枪走
火”
、暴发冲突。
“我们需要一段冷静期，”亨特说，
“ 确保各
方都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同一天告诉蓬佩
奥，德方
“不希望（美伊）发生军事冲突”。
蓬佩奥 13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分别
会晤英国、法国、德国外交部长和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向盟友通报美
方所获与伊朗相关的情报。陪同蓬佩奥访问的
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赖恩·胡克承认，欧洲
盟友认同美方对海湾和中东局势的忧虑，
“但不
认同华盛顿对伊朗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做法”。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多国联军英国
籍将军克里斯·吉卡 14 日说，联军方面在伊拉
克和叙利亚没有发现来自“受伊朗支持武装力
量”的威胁增加。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稍后说，
依据美国和盟友所获情报，伊朗支持的武装力
量在中东地区构成“可信的威胁”，对驻伊拉克
美军的威胁“可能迫在眉睫”，美军及联军已经
加强戒备。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普京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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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0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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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功夫姐妹（24,25）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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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铁血将军（15,16）
2019/5/21 星期二

益。两国可在稳定世界能源市场等方面开展协
作。
普京还说，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米勒有关特
朗普“通俄”的调查结果总体客观，证实俄罗斯
与特朗普政府之间没有任何串通。
蓬佩奥在会谈中说，美俄拥有共同利益和
能够进行合作的共同问题，这是特朗普总统委
托他转达的信息。他还说，美俄可在朝鲜半岛
问题、阿富汗问题和战略对话等方面开展合作。
蓬佩奥 14 日首次以美国国务卿身份访问俄
罗斯。当天早些时候，他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在
索契举行了会谈。蓬佩奥表示，会谈“富有成
果”，双方讨论了两国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的外交
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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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罗夫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
上说，双方详细讨论了俄美双边关系现状，并就
委内瑞拉、朝鲜半岛、叙利亚、乌克兰、阿富汗等
国家和地区局势以及伊核协议等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拉夫罗夫表示，双方商定恢复两国间此前
被冻结的交流渠道。俄方有意恢复与美方在战
略稳定方面的专业性对话。此外，俄方还向蓬
佩奥递交了有关采取措施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
备忘录，
以供美方进行研究。
受乌克兰问题、俄前特工“中毒”案以及美
俄先后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等事件影响，俄美
两国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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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分管产品管理的副总裁
盖伊·罗森当天在声明中说，严重违
反“脸书”某些规定的用户将受到暂
停或禁用流媒体直播功能处置，违
规行为包括分享包含恐怖组织声明
的链接。
罗森说，将扩大这项政策的适
用范围，针对更多违规行为。
“ 我们
首先要阻止那些（违规）人员在‘脸
书’作宣传，今后几周将加强其他版
块的限制措施。”
他说，克赖斯特彻奇发生恐怖
袭击至今，
“ 脸书”一直在研究采取
何种措施，以防止这一平台成为传
播仇恨的载体。
克赖斯特彻奇两座清真寺 3 月
15 日下午先后遭枪手袭击，50 人死
亡、39 人受伤。嫌疑人布伦顿·塔兰
特在“脸书”直播行凶过程，视频时
长 17 分钟。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欢
迎“脸书”收紧直播权限，说这一决
定是阻止社交媒体被用于宣传恐怖
主义的第一步，是“克赖斯特彻奇呼
声”承诺的关键组成部分。
法国和新西兰政府定于 15 日在
法国首都巴黎联合召开“克赖斯特

彻奇峰会”，邀请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和亚马逊、谷歌和“推特”等技术类
企业主管参加。阿德恩 4 月说，希望
各方作出名为“克赖斯特彻奇呼声”
的承诺，清除互联网涉及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的内容。

【增强识别】

“脸书”14 日同时宣布，将与 3
所美国大学合作，投入 750 万美元，
研究图像和视频分析技术。
罗森说：
“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
发生后的几天里，我们的最大挑战
之一是，以袭击为内容的视频有许
多不同版本。”
“脸书”先前说，枪击事件发生
后 24 小 时 内 ，在“ 脸 书 ”平 台 删 除
150 万段包含凶案过程的视频。这
家企业 3 月底说，监测到超过 900 个
版本的凶案视频。
罗森说，许多用户“分享”经过
编辑的视频，而这类视频容易躲过
系统监测，因而有必要创新技术，阻
止用户以修改视频方式绕过过滤
器。
“这项工作对我们打击深度造假
等受操纵媒体的广泛努力至关重
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多家行业协会反对美政府对华加征关税
这是 5 月 14 日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拍摄的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
办公地点。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消费
技术协会、服装鞋袜业联合会、大豆
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 13 日发表声
明，反对美国政府当天公布拟对价
值约 3000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清单，并敦促美中经贸谈
判尽快回到正常轨道。(新华社)

英特尔芯片发现新漏洞
2011 年后的芯片均受影响

双方表示希望恢复俄美关系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14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 14 日在俄西南部城市索契会见了来访的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双方在会谈中均表示希望恢复
两国关系。
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公告说，普京在会谈
中表示，他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得
到的印象是，特朗普有意恢复美俄之间的关系
和接触，有意共同解决双方均感兴趣的问题。
普京说，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愿意全面恢复与
美国的关系。
普京认为，俄美在维护战略稳定、防止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解决地区危机、打击有组织
犯罪、解决生态和贫困等问题方面拥有共同利

“脸书”将收紧直播权限

【强化处置】

【暂无打算】

【求诸心理】

环球视野

社交媒体
“脸书”14 日宣布将收紧用户流媒体直播权限，防
止类似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恶性枪击案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上
恣意传播。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4 日否
认白宫正考虑派遣多至 12 万美军对伊
朗动武，
但不排除派遣大军的可能性。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
梅内伊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都不想
打仗”
。
美国的欧洲盟友呼吁美伊双方冷
静。

特朗普 14 日回应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
道：
“这是假新闻。我会那样做吗？当然会。但
是，我们还没有制订那样的计划。希望我们不
会被迫那样做。如果做了，我们会派比那（12
万）多得多的部队。”
《纽约时报》前一天以一些不愿公开姓名的
美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
特里克·沙纳汉 9 日在白宫一场安全会议上提
交针对伊朗的更新预案，如果伊方袭击美军或
加速研制核武器，美方可能在中东部署多至 12
万军人。
与会官员除沙纳汉，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席约瑟夫·邓福德、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家情报
总监。报道说，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了解这一预
案的细节。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4 日否认美方打
算主动对伊朗开战。蓬佩奥在俄罗斯索契与俄
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后在联合
记者会上说，美方不寻求与伊朗开战，不过，
“如
果美国利益受到攻击，我们必将采取相应措
施”。
拉夫罗夫说，蓬佩奥向他澄清，派遣 12 万
美军是
“谣言”。
博尔顿 5 日宣布，美方向中东派遣一个航
空母舰打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遣队；五角大楼
10 日说，将追加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套导
弹防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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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旧金山 5 月 14 日电 全
球最大芯片厂商英特尔公司 14 日
称，该公司在其芯片中发现了一系
列新的安全漏洞，黑客可能借助漏
洞读取流经受影响芯片上的所有数
据。2011 年后使用英特尔芯片的计
算机都可能受到这些漏洞的影响。
英特尔产品保障和安全高级主
管布莱恩·约根森在一份视频声明
中表示，这些漏洞可能使攻击者看
到保密数据，但前提是需要有“足够
大的数据样本，足够长的时间和对
目标系统行为的掌控”，这在实际操
作中非常难以实现，因此他认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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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人在实验室之外利用过这些漏
洞。英特尔还表示，因为漏洞嵌在
计算机硬件结构体系中，所以无法
完全修复。英特尔 14 日也针对这类
被业内人士称为“僵尸负载”的漏洞
推出了微代码补丁，对易受攻击的
芯片进行修补。但与此前漏洞补丁
一样，安装该补丁会对芯片性能产
生影响。
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等科
技企业因其设备和软件上大量采用
英特尔芯片，也于 14 日发布了补丁
更新或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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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跨越海上丝绸之路 生活对对碰
余杭新闻\人与自然
专题栏目
电视剧:铁血将军（27,28）

备注：固定栏目 18:00 余杭新闻（22：00 重播)
次日白天 7:00 开始重播前晚部分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