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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又没水，美得州民众寒潮中受苦
得州官员预期这样的状态将持续至本周末

得州官员说，全州仍有 270 万

用户断电。由于天然气井和管道以

及风力发电机风轮因冰冻无法正

常运行，得克萨斯失去 40%的发电

能力，且低温天气预计持续到本周

末，恢复供电将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

停电导致自来水厂设备无法

运行，得州超过 100 个县的民众被

告知需要将自来水煮沸后饮用。得

州最大城市休斯敦等地一些医院

已无水可用。

得州官员 17 日晚说，得州人

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内将经历新一轮雨雪过程。

寒冷天气中，一些民众面临两

难选择：要么待在冰冷漆黑的家

中、忍受断水的不便，要么冒着感

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前往当地避难

中心。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灾中

之灾，”哈里斯县法官莉娜·伊达尔

戈告诉路透社记者，“（灾害）连锁

效应无法避免。”

美联社报道，超过 30 人的死

亡被认为与这次极端天气有关，其

中一些人取暖时死于一氧化碳中

毒。

得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一

场记者会上说，得州南部一个核电

站预期 17 日晚恢复运行，加上一

些火力发电厂恢复发电，40 万用

户将恢复供电。

一些人士质疑负责得州绝大

部分电力供应的得克萨斯电力稳

定委员会管理不力，没有重视联

邦政府在 2011 年一次类似寒潮

过后提出的警告，对得州电力基

础设施进行冬季适应性改造。阿

伯特要求对这个委员会启动调

查。

阿伯特说：“得克萨斯州每一

个电力供应方都因低温或设备故

障受到影响。”

45岁的得州韦科市居民劳

拉·诺埃尔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

说，家里 15 日凌晨开始就一直停

电，一家人只能穿上厚厚的衣服

保暖，还时不时到自家的车上取

暖。

“我们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冷的

天气，到处都是冰，”诺埃尔说，相

关机构为保护电网采取轮流停电

的措施，但缺乏与民众的沟通，“只

有沉默”，至少应该“告诉我正在

发生什么。”

得克萨斯电力稳定委员会系

统运行高级总监丹·伍德芬说：

“眼下最好的设想是，今天或明天

我们能至少做到让所有用户每次

停电不长于 30 分钟或 1 个小

时。”

在恢复供电之前，人们只能各

自想辙。57 岁的无家可归者特里

尔比·兰德里到休斯敦一家家具店

避寒。这家家具店作为避寒中心向

有需要的人开放。

“我们在这里凑合（几天），”

兰德里说，“他们让我们睡在沙发

上、椅子上。人们都想回家。”

陈立希 （新华社专特稿)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

胡 17 日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通电话。这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首

次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重要盟友。内塔尼亚胡办公室 17

日发布一张内塔尼亚胡满脸笑容

接听电话的照片，并发表声明说，

双方谈话“温暖友好”，持续大约

1 个小时，内容包括“伊朗威胁”、

新冠疫情应对和以色列与阿拉伯

国家关系。

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谈及长

期存在的个人联系，表示将携手继

续强化以美坚定同盟。”

美联社报道，内塔尼亚胡面

临一场艰难选举，因而积极释放

他与美国领导人关系依旧良好的

信号。美国是以色列最密切盟友，

不仅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 38

亿美元军事援助，还在大量国际

场合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打掩护”。

内塔尼亚胡 2009 年上台执政

至今，是以色列在任时间最长的总

理。3月 23 日的议会选举将是以

色列两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民

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

库德集团仍可能成为议会第一大

党，但要争取到足够盟友、拉到组

阁所需的至少 61 个议会席位，恐

怕依旧艰难。

相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对两

国领导人通话的积极表达，拜登说

法较为简单。他 17 日在总统办公

室会议前告诉媒体记者：“我们谈

得不错。”

白宫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拜

登致力于强化美以伙伴关系、支持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

双方谈及伊朗问题，拜登重申实现

中东和平的重要性。

涉及中东政策，上届美国政

府于 2017 年 12 月宣布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驻以使馆

搬至耶路撒冷，引发国际社会反

对；2018 年 5 月单方面退出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重启并新增一

系列对伊制裁，触发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撮合

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 4 个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

常化，相关协议遭巴勒斯坦各方

反对。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

里·哈梅内伊 7 日说，只有当美

国切实取消对伊制裁并经伊方

核实确认后，伊方才能重新遵守

伊核协议。美国媒体同日播出拜

登受访视频，拜登称美国不会为

了与伊朗谈判而先解除对伊制

裁。

拜登就职近一个月，首次与以总理通话
以色列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将携手继续强化以美坚定同盟

脸书禁止澳用户

分享和阅读新闻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社交媒

体平台脸书 17 日表示，将禁止

澳大利亚媒体和民众在脸书上分

享和阅读澳媒和国际媒体的新闻

内容，以回应澳政府拟推出的媒

体议价法案。

脸书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脸书仅是新闻发布者分享新闻内

容的平台，而媒体议价法案错误

理解了脸书和新闻信息发布者之

间的关系。

脸书的这一举动在澳大利亚

引发争议。澳国库部长弗赖登伯

格回应，澳方对脸书的行为事先

毫不知情，脸书此举将损害其在

澳声誉。

去年 4 月，澳大利亚政府指

示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着手起

草一个强制性行为准则，以解决

澳媒体与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

之间议价能力失衡的问题。去年

12 月，澳政府将一份草案提交议

会审议。

根据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拟出的准则草案，新闻机构可以

单独或集体同谷歌、脸书等平台

就后者付费使用前者新闻内容进

行谈判。草案还对这些平台的行

为提出要求，如要正确识别原创

新闻内容、改变算法排行和新闻

呈现方式要提前通知等。

据报道，谷歌已经同七西传

媒等澳大利亚媒体集团就新闻内

容付费达成初步协议。

美国商会报告：

与中国“脱钩”将

重创美重要行业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商会

17 日发布报告说，如果美中全面

“脱钩”，美国利益将严重受损。

报告呼吁政策制定者认真审视两

个经济体之间的深度关联，根据

事实和数据制定更合理、更有针

对性的对华政策。

这份报告由美国商会中国中

心和荣鼎咨询集团联合发布，分

析了美中“脱钩”可能在贸易、投

资、人员流动等领域给美国经济

带来的负面影响。

报告显示，如果 25%的关税

扩展到所有双边贸易领域，到

2025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

P）每年将损失1900亿美元。在投

资领域，如果“脱钩”造成美国企

业在华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

减少50%，美国投资者每年将损失

250亿美元资本利得。

报告分析了美国几个重要行

业的具体损失。例如，在民用航空

领域，完全切断对华销售将使美

国飞机制造和民航服务领域每年

损失 380 亿至 510 亿美元，16.7

万至 22.5 万个就业岗位将流失。

在美国半导体行业，失去中国客

户将使该行业损失 540 亿至

1240 亿美元，危及超过 10 万个

就业岗位。

●

2? 17 日，得州一家杂货店外排起长队。 /人民视觉

徐力宇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得克萨斯州因冬季风暴引发的大面积停电 17 日进入第三天，

寒潮中数以百万计民众无法取暖，120 万民众家中断水或只是偶尔有

水。 得州官员预期这样的状态将持续至本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