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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 星期一
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9:02 潮童天下

09:31 电视连续剧：我是真的爱你

12:00 午间 30分

12:31 电视连续剧：逆流而上的你

17:05 文娱新天地

17:30 名医话养生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4 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

20:22 电视连续剧：我是真的爱你

21:20 今晚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2 连续剧：热血枪手

10:40 七分之一

12:00 媒体大搜索

13:03 连续剧：我爱北京天安门

16:00 上海摩天轮·周末大放送

16:35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案件聚焦

19:45 连续剧：热血枪手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8:20 亲爱的，起床了

08:35 2021 中超联赛第 1 轮:天津津门

虎-上海海港

09:15 2021 中超联赛第 1 轮:上海申

花-北京国安

10:0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12:05 ONE 冠军赛集锦

13:02 弈棋耍大牌

电电视视 节目预告
14:17 2020-2021 赛季 NBA 总决赛第

一场:雄鹿-太阳

15:27 2021 中超联赛第 12 轮:上海申

花-长春亚泰

16:20 直播：2021 中超联赛第 13 轮:大

连人-上海申花

19:30 体育新闻

19:55 五星足球

20:20 直播：2021 中超联赛第 13 轮:上

海海港-武汉队

财经频道

07:00 直播：财经早班车

09:00 直播：市场零距离

12:00 直播：财经中间站

16:10 《中国经济论坛》

17:10 《中国经营者》

17:39 《第一地产-超级装》

18:00 直播：今日股市

19:00 直播：谈股论金

(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20:00 直播：公司与行业

21:00 直播：财经夜行线

都市频道

08:32 人气美食

08:44 嘎讪胡

10:28 好吃记得夸我

11:32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3:02 人气美食

13:39 X 诊所

14:42 开心全接触

14:52 嘎讪胡

15:56 林海秀

17:02 开心全接触

18:00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9:00 嘎讪胡

20:02 人气美食

21:00 X 诊所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继 6日夺取尼姆鲁兹省首府，

阿富汗塔利班 7 日和 8 日宣布又

攻占朱兹詹省和昆都士省首府。阿

富汗国防部 8 日否认昆都士省首

府“陷落”。

塔利班发言人 7日说，塔利班

当天攻占朱兹詹省首府希比尔甘

市。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则说，塔

利班仅占领希比尔甘部分地区。

不过，朱兹詹省副省长卡迪

尔 ●马利亚说，希比尔甘“不幸陷

落”，政府军已撤离市区，转至郊

区机场驻防。他说，政府军将在增

援部队和民兵武装协助下，把塔利

班逐出这座城市。

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塔利

班与政府军激战一周后攻占希比

尔甘。希比尔甘市人口大约 13.2

万，朱兹詹省与土库曼斯坦接壤。

朱兹詹省是阿富汗前第一副

总统阿卜杜勒 ●拉希德 ●杜斯塔姆

的家乡。杜斯塔姆是与阿富汗政府

联合抵抗塔利班的重要军事人物

之一，他的儿子正在朱兹詹省领导

一支民兵武装对抗塔利班。

阿富汗总统府 7日说，总统阿

什拉夫 ●加尼当天在首都喀布尔与

杜斯塔姆会面，讨论朱兹詹省安全

局势。杜斯塔姆所领导政党的发言

人说，杜斯塔姆请求政府向希比尔

甘调派至少 500名突击队员，帮助

夺回这座城市。

希比尔甘一名居民告诉媒体

记者，人们躲在家里，十分害怕，街

上空空荡荡。“市内交战逐渐平

息，我们听说塔利班正向机场行

进。”

塔利班 6 日宣布夺取西南部

尼姆鲁兹省首府扎兰季市。阿富汗

国防部发言人当天说，政府军将很

快发起反击，将塔利班逐出扎兰

季。这是塔利班时隔多年首次攻占

省会城市，上一次是 2016 年短暂

占领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

塔利班发言人 8说，塔利班当

天攻占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不

过，阿富汗国防部当天说，政府军

正在这座城市“清剿”塔利班。

昆都士省一名官员 8 日告诉

新华社记者：“塔利班昨天开始猛

攻昆都士市，并试图控制通往昆都

士机场的公路，但并未攻占这座城

市。”

昆都士市靠近塔吉克斯坦，是

阿富汗北部边境战略要地。市区一

名居民 8 日在电话中告诉法新社

记者，塔利班已进入城市主广场，

“有飞机在轰炸他们”，“一片混

乱”。

昆都士省议会一名议员当天

说，政府军正与塔利班在昆都士市

多个地区展开“激烈巷战”，一些

政府军部队已向机场撤退。

阿富汗北部萨尔普勒省首府

同样遭到猛攻。省议会两名议员 8

日告诉德新社，塔利班与政府军激

战两天，8日“攻占”萨尔普勒市，

占领市区“所有政府设施”。这两

名议员说，政府军已撤至一座军

营，塔利班已包围军营，向那里发

射迫击炮弹。

另据阿富汗军方 8 日发布的

消息，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

省，塔利班 7日晚从 4个方向攻打

首府法扎巴德市，政府军“顽强抵

抗”，交火数小时后塔利班武装人

员逃跑，“丢下 35具尸体”。

除上述省会城市，塔利班与政

府军目前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

首府坎大哈市、赫尔曼德省首府拉

什卡尔加市、西部赫拉特省首府赫

拉特市外围交战。坎大哈市和赫拉

特市分别是阿富汗人口第二和第

三多的城市。

尽管阿富汗安全局势急剧恶

化，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珍 ●普萨基 6

日说，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依然认

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正确”。

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 7日说，

美军 B-52 型轰炸机当晚空袭希

比尔甘市塔利班武装，炸死“超过

200名”塔利班武装人员。美军中

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说，美军近几

天数次发起空袭，从而掩护阿富汗

政府军。

位于喀布尔的智库“阿富汗

分析师网” 专家托马斯 ●鲁蒂希

说，塔利班近来攻取多地说明这一

组织军事实力绝不容低估，并且能

同时进攻多个地区。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欧洲联盟一名高级别官员 7

日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

或于 9 月初恢复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会谈。

这名欧盟官员以不公开姓名

为条件告诉法新社记者，欧盟对外

行动署副秘书长恩里克 ●莫拉 5

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出席了伊朗

当选总统易卜拉欣 ●莱希的就职仪

式，并与伊方首席谈判代表侯赛

因 ●阿米尔 -阿卜杜拉希安会面。

尽管许多事项“仍不确定”，莫拉

与阿米尔 - 阿卜杜拉希安会面

“非常成功”，伊方就维也纳会谈

没有提及任何立场变化，莫拉已经

告知美方这次会谈的内容。

按这名欧盟官员的说法，莱希

可能任命阿米尔 -阿卜杜拉希安

出任外交部长。不过，伊朗方面暂

时没有宣布这项任命。

他补充说，暂不清楚伊方负责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的部门是否

仍为外交部，还是将由其他机构负

责，比如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

伊核协议相关方 4 月 6 日以

来在维也纳举行 6 轮对话。伊朗

与美国间接对话，双方分歧严重，

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总

统选举 6月 18 日举行，维也纳会

谈随后中断。

按照这名欧盟官员的说法，伊

朗想尽快重返维也纳会谈，不仅是

恢复对话，而且要达成协议，“他

们想要成功”。

“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对伊朗

而言情况会更加糟糕，”这名欧盟

官员预判，“我们设想能够达成协

议并为之努力。”

莱希就职当天说，必须解除对

伊朗的制裁，为实现这一目标，伊

方“支持任何外交方案”。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内德 ●普赖斯同一天敦

促伊朗尽快重回谈判，称这是美方

的“紧急要务”，“如果莱希总统

真决心让制裁得以解除，这正是维

也纳谈判桌上的议题”。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多名政府和军方消息人

士 8 日说，韩国政府初步决定如

期举行韩国与美国的年度夏季联

合军事演习，考虑到新冠疫情等因

素，夏季军演规模将比今年春季的

联合军演小。

朝韩关系近期出现改善迹象，

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因而呼吁取消

或推迟军演。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夫胜粲 8

日说，韩美仍在为夏季军演事宜磋

商，“军演时间、规模和具体方式

尚未确定”。

韩国联合通讯社当天早些时

候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计

算机模拟的联合指挥所演习定于

16日至 26日举行。联合指挥所演

习开始前，韩美军方将举行为期 4

天的危机管理人员演练，定于 10

日至 13日。

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韩国

政府人士告诉韩联社记者：“我们

打算让军演如期举行，对于考察联

合备战状态而言，这是一场例行且

必要的军演。我们就此与美方保持

紧密磋商。”

韩美通常每年春季、夏季分两

次举行大型联合军演，另有小规模

演练贯穿全年。由于疫情蔓延等因

素，韩美无限期推迟了原定 2020

年 3 月至 4 月举行的春季联合指

挥所演习，去年夏季和今年春季的

演习规模缩水。

那名政府消息人士说，即将开

始的夏季联合军演将把参演军人

人数控制在最低水平，“甚至将比

春季联合军演人数更少，而且没有

户外训练”。

韩国国防部先前宣布把适用

于韩国全军的防疫措施期限延长

至 8月 22日。

韩联社报道，春季联合军演期

间，韩国日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大

约 400 例；8 月 4 日至 6 日，韩国

连续三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1700 例。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三天攻占三省首府
阿国防部否认昆都士省首府“陷落” 美军数次发起空袭掩护阿富汗政府军

8月 3 日，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拉什卡尔加，阿富汗特种部队在街道上巡逻。 / 人民视觉

● 涉伊核协议谈判或 9月初恢复

韩美夏季军演或将如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