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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丁消息：也门安全部门 30
日说，该国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国际
机场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
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25人受伤。

亚丁安全部门在一份声明中
说，恐怖分子当天下午在亚丁国

际机场主要入口处引爆了一辆装
有炸药的汽车，造成 5人死亡、25
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另
有多辆汽车和一些建筑受损。安
全部门已封锁爆炸现场，伤者被
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其中多人伤
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上升。

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或个人

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亚丁安全
部门说，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恐怖
袭击”。

近年来，也门内战导致国内
局势混乱，“基地”组织阿拉伯半
岛分支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也门活动频繁，多次实施恐怖
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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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罗马 10月 30日电

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领导人
30 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
晤。四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的联合
声明中说，美国总统拜登“明确承
诺”美方将有条件地重返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
声明说，拜登“明确承诺”，只

要伊朗恢复履约，美国愿重返并全
面遵守伊核协议。与会领导人对此
表示欢迎，并相信伊核问题相关方
能够就恢复和全面遵守伊核协议
很快达成共识，从而确保伊朗核计
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声明说，恢复履行伊核协议
后，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将会解
除，这“将有利于伊朗经济增长”，
但“只有伊朗做出改变，这一切才
有可能”。四国领导人呼吁伊朗
“抓住机会，展现诚意”，称这是避

免危机升级的唯一可行方法。
本月 27 日，伊朗副外长巴盖

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欧盟
代表举行磋商后说，伊朗同意在
11 月底前重启伊核谈判。28 日，
巴盖里应邀访问俄罗斯时表示，
新一轮谈判的唯一目标是“解除
美国对伊朗的残酷和非法制
裁”。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
伊核协议。2018年 5月，美国政府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
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 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
“可逆”。今年 4 月以来，伊核协
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
行了 6 轮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
复履约问题。由于美伊分歧严重，
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新一轮
会谈迟迟没有举行。

拜登承诺美将有条件重返伊核协议
四国领导人呼吁伊朗“抓住机会，展现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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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网络安全监管部门一名
官员 10 月 30 日说，伊朗汽油配
给系统几天前遭遇的网络攻击可
能由美国和以色列策划实施。

伊朗民防组织主管吴拉姆 -
礼萨·贾拉利说，依据当前调查，他
认为美国、以色列及其“代理人”
发动了这次网络攻击。

伊朗汽油配给系统 10 月 26
日遭网络攻击，影响全国 4300 多
座加油站，民众无法凭电子加油卡
购买享受国家价格补贴的汽油。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0 月 30
日报道，全国大约半数加油站已经
恢复供应补贴价汽油。

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 10
月 27日谴责伊朗“敌对势力”发
动这次网络攻击，意在扰乱汽油供
应，从而煽动民众情绪、破坏伊朗
稳定。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莱希在
首都德黑兰视察一座加油站的画
面。

伊朗原油蕴藏量丰富，但炼

油能力不足，且长期遭受美国制
裁，成品油难以满足国内需求。国
家对汽油实施价格补贴，油价长
期处于低位。2019 年 11 月，伊朗
政府宣布上调汽油价格并实施新
的配给制度，以弥补严重的预算
赤字。然而，上调油价引发部分民
众不满，多地发生抗议示威并引
发冲突。
伊朗多次遭网络攻击，被攻击

目标包括其核设施。伊朗认定这类
攻击由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发动。今
年 7 月上旬，伊朗铁路售票和服
务网站、道路和城市发展部门户网
站接连遭遇网络攻击，一度瘫痪。

伊朗网络最高委员会官员阿
布 - 哈桑·菲鲁扎巴迪 10 月 27
日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26日的网络攻击与伊朗铁路系统
7月所受攻击有关联，可能都源自
伊朗境外。美联社援引美国“一号
哨兵”网络安全公司一名专业人
员的话报道，26 日的攻击不像黑
客组织所为，应是由外国政府情报
部门发动。

汽油配给网络被“黑”
伊朗调查指向美以

也门亚丁发生汽车炸弹袭击
造成至少 5人死亡、25人受伤

据新华社报道

法国卫生部门 10 月 30 日的
数据显示，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超过 7000 例，为 9 月 21 日
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

法国近期新冠病例明显增多。
依据法卫生部门10月 30日发布的
数据，24 小时内新增 7360 例确诊
病例，新增死亡病例22例；最近7天

内平均每日新增5669例确诊病例，
创下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欧洲“本地”新闻网站援引法
国公共卫生局报告报道，新增病例
数连降一段时间后，10 月初回升。
部分大城市疫情抬头，住院新冠病
患人数增多。

报道说，疫情反弹原因可能主
要有两点，一是天气转凉导致人们
将更多社交活动转至室内，二是越

来越多的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超过6个月，疫苗保护效力下降。

法国已开始给高风险人群接
种疫苗加强针，并鼓励更多人接种
加强针。议会同意延长原定 11 月
15 日到期的“健康通行证”措施。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
尔说，单日病例增多意味着近期不
可能取消对部分场合必须使用
“健康通行证”的要求。

法国近期新冠病例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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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 日在也门亚丁的汽车炸弹袭击现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