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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喀山一中学遭枪击，师生11人丧生
媒体称两名枪手一人被拘捕一人被击毙 喀山市已进入反恐行动状态

综合新华社报道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
喀山市 175 中学 11 日突发枪击
事件，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20 人
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枪击事件
深表关注，责令教育部长和卫生部
长立刻赶往喀山处置枪击事件，全
力救助伤者。目前，喀山市已进入
反恐行动状态，市内所有教育机构
都加强了安全措施。

据当地媒体报道，两名不明身
份人员在校园开枪行凶，其中一名
不到 20岁的男子已被拘捕。一名
消息人士告诉俄罗斯国际文传电
讯社，第二名枪手被困在教学楼的
四层。塔斯社晚些时候报道，第二
名枪手已被击毙。

俄警方和紧急情况部门尚未

对案情发表正式声明，细节尚待核
实。

一名教师告诉塔斯社：“我当
时在课堂上，先是听见一声爆炸，
接着听到多声枪响。”一些目击者
告诉俄新社，他们听见爆炸声，看
见教学楼开始冒烟。

电视画面显示，数十人在事发
中学外等待，周边街道停着多辆警
车和消防车。

紧急情况部门发言人当天早
些时候披露，枪击造成 8名学生和
1名教师死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晚些时候援引这名发言人的修订
数据报道，死亡人数升至 11 人，因
为“两名学生从三层跳下坠亡”。

一名路人拍摄的视频显示，两
个孩子从这栋四层建筑的三层纵
身跃下。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总统普
京向死者亲属表达慰问。

喀山市政府说，在枪击事件中
受伤的 20 人已被送往医院接受
救治，政府已从事发中学疏散学
生，并加强该市其他学校安全警
戒。

一些媒体报道说，喀山市当天
还有其他学校发生枪击，但鞑靼斯
坦共和国教育部门发言人对此予
以驳斥，提醒人们不要轻信谣言。

俄罗斯近年极少发生校园
枪击事件，这起枪击事件因而备
受关注。当地教育部门表示，正
密切关注事态进展。消息人士披
露，执法部门已对此事启动刑事
调查。

鞑靼斯坦共和国宣布 5 月 12
日为共和国哀悼日。

卜晓明 （新华社专特稿）

印度新冠疫情肆虐，不仅拖累
本国经济复苏，还影响全球多个行
业供应链。

●海运

联合国世界贸易与发展大会
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 80%
的贸易货运量走海运。国际航运
公会秘书长居伊·普拉滕说，全
球大约 170 万名水手中，超过
20 万来自印度。这些印度水手
中，许多人出任需要重要技能的
岗位。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援引普拉滕的话报道，他
“希望”印度疫情可以缓解，否则
将导致水手大量短缺，“干扰全球
供应链”。

随着一些国家禁止来自印度
的航班入境，印度水手将难以抵达
全球各地港口。去年新冠疫情在全
球蔓延期间，将近 20 万水手滞留

数月，他们称自己的船只为“漂浮
的监狱”。

●医药

除影响海运，印度新冠疫情将
拖累医药供应。全球在售疫苗中，
超过 60%由印度生产。印度血清
研究所是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商。

印度血清研究所去年同意为
大约 90 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多达 2
亿剂新冠疫苗。然而，鉴于印度仅
2%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印度
政府和血清研究所现在优先为本
国公民提供疫苗。
与此同时，据CNN报道，印度

是全球最大仿制药供应国；全美
90%的处方为仿制药。

●纺织

印度是最大纺织品出口国之
一。这一行业现在遭遇严重劳动力
短缺。

沃济尔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
显示，在服装重镇德里和班加罗

尔，服装业劳工缺勤率高达 50%；
去年印度服装行业消费和出口分
别减少 30%和 24%。
沃济尔说：“2021 年的数字现

在难以预测，因为我们不确定疫情
何时结束。”

●金融服务

过去数十年间，一些国际大型
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把大量信息
技术和运营岗位转移至印度。

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
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印度将近 440
万人从事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管
理工作。

一些企业已经采取措施，以减
低印度疫情造成的影响，例如把相
关工作转移至其他国家，鼓励员工
在家工作，或是延后各类工作的截
止期限。但如果员工需要照顾生病
的家人，即使在家上班，依然不容
易完成工作。另外，在家处理敏感
的企业和客户数据面临安全和数
据保护挑战。

杨舒怡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燃油运输管道运营商科
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 10 日说，力
争“到本周末”恢复大部分管道
运行。市场分析师认为，这意味着
遭“黑”的输油管道还要停运数
天，可能导致燃油短缺、油价上
涨。

黑客 7 日通过加密手段锁住
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计算机系
统并盗取机密文件，这家运营商一
条主输油管道被迫连日停运，极大
影响美国东海岸燃油供应。美联社
称，这是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迄今遭
遇的最严重网络攻击。

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 10
日说，正在尝试重启输油管运行，
“目标是到本周末恢复大部分管
道运行”。眼下，主管道仍然“歇
菜”，但一些支线恢复工作。

至于何时完全恢复输油管运
行，这家公司 10 日拒绝打包票。
据高临咨询公司分析师推测，科洛
尼尔的输油管网络系统不仅用到
传统技术，还包含专门定制技术，
这给修复作业增加难度。
遭“黑”的燃油运输管道从得

克萨斯州起，途经密西西比州等
州，向美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输送
燃油，承担着美国东海岸近 45%
的燃油供应。

美国东海岸不少消费者担心
燃油短缺，慌忙开始抢购。美国汽
油价格跟踪公司“汽油伙伴”公司
分析师帕特里克·德哈恩说，佐治
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等
地加油站出现抢购现象。

美国汽车协会说，全国平均汽
油价格涨至 2.96 美元每加仑（1
加仑约合 3.8 升），可能进一步飙
升至 2014 年以来的新高。

观察人士认为，暑期即将到
来，通常汽油和航空燃油需求在暑
期达到高峰，这会加大供应压力。

美国交通部 9日发布“区域
紧急状态”，放宽 17个州和首都
华盛顿的石油产品公路运输限制，
以保障燃油供应。美国燃油进口商
加紧预订油轮，打算从欧洲进口汽
油等燃油。
考虑到输油不畅，道达尔等多

家能源企业设在墨西哥湾沿岸地
带的炼油厂 10日减产。

美国联邦调查局 10 日指认
黑客组织“黑暗面”（曾译“阴暗
面”）是这起输油管停运事件的幕
后黑手。

据熟悉调查进展的知情人士
披露，美国执法部门已经关闭这一
黑客组织的一个服务器。该服务器
存有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以及
其他受害组织的失窃数据。

按美联社说法，“黑暗面”黑
客组织以往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劫
富济贫的罗宾汉形象，经常盯上大
企业，通过加密数据锁死网络、进
而勒索赎金，最后还会把收取的部
分赎金“捐”给慈善组织。

就在外界猜测纷纷之际，“黑
暗面”组织 10 日罕见地发表声
明：“我们的目标是赚钱，不是给
社会制造麻烦。”声明没有提及科
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只在标题里
注明是“针对最近新闻”。

暂不清楚黑客向科洛尼尔管
道运输公司勒索的具体金额。科洛
尼尔管道运输公司没有说明是否
会支付赎金。

王宏彬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官员说，美国海军数艘军
舰 10 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后者以
“不安全且不专业”方式高速逼
近，美军连开 30 枪示警，伊朗快
艇随后离去。这是近两周海湾发生
的第二起类似事件。伊朗方面暂时
没有回应。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
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事发时，美
国海军 6艘军舰正在护送“佐治
亚”号巡航导弹核潜艇穿越霍尔
木兹海峡，核潜艇当时在海面航
行。
护航舰中包括“蒙特雷”号导

弹巡洋舰。据美联社报道，“蒙特
雷”号 9日在阿拉伯海拦截一艘

装有武器的单桅三角帆船，武器据
信运给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

柯比说，伊朗革命卫队的 13
艘快艇配备武器，举动“咄咄逼
人”。

美国第五舰队在一份声明中
说，13 艘伊朗快艇中的两艘后来
脱离船队，转移到美军军舰的另一
侧。两艘快艇随即高速逼近美军军
舰，美方用无线电、声波设备、鸣笛
等方式警告对方无果后，用 0.5 英
寸口径机枪开火示警。伊朗快艇在
美方第二轮开枪示警后撤离。双方
距离最近时不到 150 码（约 137
米）。
柯比称，伊方这种行为可能导

致擦枪走火或误判地区局势，“不
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伊朗方面暂未回应美方说法。

印度疫情将加剧全球供应短缺

美油管停运引发抢购汽油

黑客罕见发声称只为赚钱

伊朗快艇逼近，美军舰开 30枪警告

5月 11 日，警察和救援人员聚集在俄罗斯喀山市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外。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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