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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调查显示：

近四成日本居民希望东京奥运会取消
新华社东京 3 月 22 日电
距东京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个
月时间，但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仍然有近四成日本居民因担心新
冠病毒传播，希望奥运会和残奥会
取消。
这份调查是由共同社在 20 日

和 21 日两天通过电话在全日本范
围内进行的。结果显示，
39.8%的受
访者认为奥运会应该取消，
只有 23.
2%的受访者认为奥运会应该如期
举行。
另外，多达 82.2%的受 访 者
认为，他们担心变种新冠病毒的
传播。65.6%的人认为，日本政府

在推动疫苗接种方面行动缓慢，
对疫苗接种满意的受访者比例只
有 28.9%。日本国内的疫苗接种
现在仅限于医务工作者，从 4 月
中旬开始，疫苗有望扩大到老龄
人士。
《朝日新闻》上周末两天也做
了一项类似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85%的日本居民支持政府作出的禁
止海外观众入境观看奥运会和残奥
会的决定，支持海外观众入境的比
例只有 11%。
对于奥运会是否举行的问题，
《朝日新闻》 的调查结果与共同社
相近，认为奥运会应该如期举行的
受访者比例只有 27%，认为需要再

东京奥运会中国大陆票务代理：

将积极向组委会争取有利退票政策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针对日本禁止东京奥运会海
外观众入境的决定，赛事的中国
大陆票务代理机构凯撒旅游 22
日表示，将积极与东京奥组委沟
通，争取对国内已购票观众有利
的退票政策。
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东
京都政府以及日本政府 20 日举
行五方在线会议，会后宣布关于
—由于目前世
海外观众的决定——
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将不允许海外观众入境日本观看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已通过东
京奥组委购买门票的海外观众将
会被退款。
在 22 日发送给媒体的声明

中，凯撒旅游表示，此次奥运会所
面临的形势前所未有，目前组委
会暂时未对各国代理公布退票操
作细则，公司将积极沟通，全力维
护国内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后续
退票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凯撒旅
游还将持续做好各类专业团体的
赛时保障工作。
将近一年前，也 就 是 2020
年 3 月 30 日，国际奥委会和东
京奥组委正式确定推迟后的东
京奥运会举办日期。第二天，作
为中国奥委会辖区独家票务代
理机构的凯撒旅游做出回应，处
理办法中就包括退票选项，即已
购门票仍将有效对应延期后的
同场次比赛，而因赛期改变无法
成行的观众也可选择办理退票
手续。

3 月 20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左）通过视频连线在五方会议上发言。
/ 新华社

允许大约 500 名外国志愿者服务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新华社东京 3 月 22 日电
日本媒体 22 日报道，日本方
面将允许大约 500 名有特殊技能
的外国志愿者入境，服务东京奥运
会和残奥会。
共同社援引内部人士的消息
说，日本政府已经初步作出取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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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外国志愿者资格的决定，但会
允许那些有特别技能，譬如讲稀缺
小语种的志愿者，前来日本协助奥
运会和残奥会的运行。
据透露，拥有这些技能的大约
有 2000 人，组委会将从中选出大
约 500 人。
奥运会志愿者的选拔向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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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激烈。东京奥运会需要的 8 万
名志愿者是从全球近 20 万申请者
中选出的，其中外国人占 10%。
日本方面上周已经正式决定
禁止海外观众入境观看奥运会和
残奥会，但日本政府还没有就志愿
者的问题作出最终规定。日媒报道
说，无法入境的外国志愿者的资格

陈艾森
极速终点线
赛季 CBA 全明星周
末 正赛
集锦
体育新闻
五星足球 全民制作人
赛季 NBA 常规赛:勇
士 灰熊
体育夜线

)
15:25
16:05 2020-2021
:
17:05 2021UFC
19:00
20:00
20:15 2020-2021
21:30

财经频道

亲爱的 ，起床了
07:00 直播 ： 财经早班车
2020-21 赛季 NBA 常规赛 : 湖
09:00 直播 ： 市场零距离
人-灰熊
12:00 直播 ： 财经中间站
10:00 弈棋耍大牌 - 上海三打一
16:10 《 解码财商 》
12:05 棋牌新教室
17:10 《 首席评论 》
14:15 2016 巴西里约奥运会 : 跳水女子 17:39 《 第一地产 - 超级装 》
双人 3 米板决赛(吴敏霞/施廷 18:00 直播 ：今日股市
懋)/男子 10 米台双人决赛(林跃/ 19:00 直播 ：谈股论金

将由日本居民替代。
不过，日本媒体早些时候报
道，因为担心疫情扩散，再加上东
京奥组委前主席森喜朗 2 月初发
表歧视女性言论，已经有近千人
表示放弃志愿者资格，东京奥组
委为此将启动新的志愿者招募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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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迟的为 36%，认为应该取消的
为 33%。
不过相比两个月前日本疫情最
严重时期的调查结果，日本居民对
奥运会的支持度有了一定的上升。
1 月时，只有 11%的受访者认为奥
运会应该如期举行，到 2 月，这一
比例上升到了 21%。

●
自由式滑雪世界杯 U 型场
地卡克摘金

谷爱凌因伤未出战

新华社美国 阿 斯 本 月
日电

3
21
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美
国阿斯本站 21 日结束 U 型场
地较量，中国选手谷爱凌在决
赛前的训练中肩部受伤，无奈
选择退赛，
加拿大姑娘蕾·卡克
摘得桂冠；男子组冠军归属主
场作战的阿·布隆克。
遭遇右手骨折和大拇指韧
带撕裂的谷爱凌带伤连续征战
了世锦赛和世界杯。以两金一
铜的成绩结束世锦赛之旅后，
她在此前一天的世界杯坡面障
碍技巧比赛中位列第四。
不过就在 21 日的 U 型场
地决赛开始前，
预赛排名第一的
谷爱凌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她在
训练中不慎伤到肩部，
决定退出
决赛。“伤势不太严重，
但我希
望可以保证安全，避免再次受
伤。我会很快回来的，
祝参赛的
所有人好运。”谷爱凌写道。
世锦赛银牌得主卡克在决
赛 中 的 三 轮 成 绩 分 别 是 93.
00、93.00、93.25 分，以极其稳
定的表现折桂。赛后她表示，本
赛季只有三场 U 型场地比赛，
自己很开心在三场比赛中都能
站上领奖台。“今天我有点紧
张，因为我渴望站上领奖台。能
在比赛中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
动作，
我感到非常开心。”
英国选手佐伊·阿特金以
91.50 分获得亚军，季军归属
美国人布·西戈妮，成绩为 89.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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