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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综合10

新华社消息 距离美

国总统选举不足4个月，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

15日宣布撤换其竞选连任

团队经理。美国媒体猜测，

特朗普近期民意支持率落

后于民主党竞争对手、前

副总统乔·拜登，因而怪罪

竞选经理工作不力。

特朗普15日深夜在社

交媒体脸书宣布，“提拔比

尔·斯特皮恩担任特朗普

竞选团队经理”，原经理布

拉德·帕斯凯尔将成为团队

“高级顾问”，同时继续领导

“数字和数据战略”事务。

美联社报道，此番人事

变动令人联想到特朗普

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以及

当选以来白宫频繁“换人”。

帕斯凯尔原本是个政

治新手，进入特朗普 2016

年竞选团队后负责运营竞

选数字广告事务，被认为是

帮助后者当选的“有功之

臣”。与帕斯凯尔不同，斯特

皮恩是共和党资深实务操

手，曾为前新泽西州州长

克里斯·克里斯蒂工作，在

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负

责组织全国现场活动。这

次升职以前，他担任特朗

普竞选连任团队副经理。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6

月20日在俄克拉何马州塔

尔萨召开疫情暴发以来首

场现场竞选集会，然而出

席人数远低于预期，惹特

朗普不满；近期多项民意

调查显示，锁定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提名的拜登支持

率渐趋领先，促使帕斯凯

尔在竞选团队中越来越

“边缘化”。

另据路透社报道，特

朗普的顾问们私下批评特

朗普竞选连任团队宣传缺

乏“中心思想”，但他们认

为特朗普本人也应承担责

任，因为在告诉选民他第

二个任期要做什么方面，

他缺乏与选民沟通的“规

矩”。

最新发布的路透社与

益普索集团联合民调显

示，特朗普在注册选民中

的支持率落后拜登10个百

分点，显示越来越多选民

不满特朗普政府抗击新冠

疫情的表现。 （沈 敏）

美国三大零售商要求顾客戴口罩

新华社消息 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最大连锁

超市克罗格和另一零售业巨头科尔百货公司7月15

日宣布，自下周起要求顾客在店内购物时戴口罩等面

部遮盖物。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戴口罩在美国已被“高

度政治化”。在联邦和不少州政府政令缺位的情况下，

美国零售商面对多州新冠病例激增别无选择，必须在

“保护顾客安全”和“让顾客感觉舒适”之间寻求平衡。

沃尔玛15日率先宣布，旗下全部超市和山姆会

员店自20日起要求顾客戴口罩。科尔百货公司随后

宣布相同措施，拥有近2800家连锁超市的克罗格则

把“口罩令”生效时间定在22日。

在“口罩令”前，沃尔玛旗下5000多家门店中的三

分之二已依据各州指令要求顾客进店时遮盖面部。沃尔

玛15日介绍说，将有员工担任新设的“健康大使”，负责

在每个门店的唯一入口处提醒顾客戴上口罩。在山姆会

员店入口也会有员工作此提醒，他们还可能向顾客免费

提供口罩。沃尔玛说，正研究如何应对没戴口罩的顾客。

美联社报道，先前美国仅有开市客、星巴克、苹果、

百思买和美国鹰牌服饰等一小部分零售商颁布“口罩

令”。不少零售商不愿作此硬性规定，是不想惹恼消费

者。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戴口罩在美国已被政

治化，部分民众认定“口罩令”侵犯个人选择自由。

美国零售业领导协会统计，全美大约一半州政府已

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然而多家媒体报道，即便在

这些已颁布“口罩令”的州，还有部分顾客不愿戴口罩，他

们因此与员工爆发冲突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屡见不鲜。

业内人士预期，沃尔玛作为美国零售业领军企

业，有望带动全行业推行“口罩令”。

美国最大零售业组织全国零售商联合会15日发

表声明说，希望沃尔玛的举措成为“这一公共卫生辩

论中的转折点”。美国印第安纳州州立鲍尔大学经济

学者迈克尔·希克斯认为，沃尔玛的决定能让其他零

售商“有底气”要求顾客戴口罩。

美国食品和商业工人国际联合工会代表美国零售业

的130万工会会员利益。该工会欢迎几家零售巨头的举

措，同时认为政府需要颁布统一的“口罩令”。（海 洋）

东京拉响
疫情“红色警报”

新华社消息 由于新

冠疫情病例数持续走高，

日本东京7月15日把疫情

警戒级别调升至最高级。

东京 15 日报告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 165 例，连续第

七 天 单 日 病 例 超 过 100

例。

依据卫生专家的建

议，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

子当天下午召开紧急记者

会，宣布把东京的警戒级

别调升至4级中的最高级，

以红色表示，意味着“感染

正在扩大”。

东京5月25日解除防

疫紧急状态后，疫情开始

反弹，本月 9 日至 12 日连

续 4 天单日病例超过 200

例，其中 9 日和 10 日病例

数连创疫情暴发以来纪

录。

东京累计感染病例已

经超过 8300 例，占全国累

计大约 22500 例病例的将

近三分之一。截至 14 日，

东京一周内单日平均新增

病例为173.7例，超过紧急

状 态 期 间 167 例 的 最 大

值。

过去一周，感染途径

不明的单日平均病例比前

一周翻番。卫生部门专家

警告，如果按照这样的速

度，今后4周，感染途径不

明病例达到单日大约1200

例，8 周以后扩大至单日2

万例。

小池说，东京将强化

病毒检测和医疗措施，要

求民众和商家配合执行防

疫措施。东京近期新增病

例中，许多关联夜店等夜

生活场所，也有剧院、养老

院等设施出现聚集性感

染。

就日本政府定于22日

实施推动观光和刺激消费

措施，小池说，希望根据疫

情重新考虑实施时间和方

法等。 （惠晓霜）

巴西总统第二次新冠检测还是阳性

《新民晚报》消息 在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一周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7月15日宣布，他于14日

晚间再次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

博索纳罗13日晚曾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

无法忍受长时间被隔离，将于次日再进行一次病毒检

测，若结果呈阴性，他将回到工作岗位，若呈阳性，则

将继续隔离。博索纳罗称自己身体状况很好，没有出

现发烧和肌肉酸痛等症状。

巴西媒体爆料称，正在隔离的博索纳罗13日戴

着口罩在总统府附近散步时，试图与草坪上的几只美

洲鸵鸟“互动”，并给它们喂食，不慎被其中一只咬了

一口。 （欧 叶）

新华社消息 美国多

名政商名流的推特账号 7

月 15 日遭黑客侵入，包括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前副

总统乔·拜登、全球首富杰

夫·贝索斯、说唱歌手“侃

爷”，以及比尔·盖茨、沃

伦·巴菲特、埃隆·马斯克

等亿万富豪。

黑客操纵这些账号发

布虚假帖子，诱使人们进

行网上操作，从而骗取他

们手中的虚拟货币。交易

记录显示，黑客在很短时

间内就骗走总价11.6万美

元的比特币。

不少专家认为，名人

以及知名企业的推特账号

被黑算不上稀奇事，但是

本次中招的账号数量之

多、影响之大，令人震惊。

路透社报道，美国科

技巨头苹果公司、网约车

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的公

司账号均被黑客侵入，还

有多家以虚拟货币业务为

主的企业遭殃。

账号被黑的名人中，

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

夫·贝索斯、微软公司创始

人比尔·盖茨和特斯拉公

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

克位列全球十大富豪榜，

在推特上的粉丝数以百万

计。

有“侃爷”之称的美国

非洲裔说唱歌手卡尼·韦

斯特和妻子金·卡戴珊的

推特账号双双中招。韦斯

特今年一度表示要竞选美

国总统，备受舆论关注，不

过他最近似乎流露退意。

在美国政界人物中，

除了前总统奥巴马、锁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前副总统拜登，纽约市前

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的

推特账号也被黑。

美国网络安全企业

“群集打击”(CrowdStrike)

联合创始人德米特里·阿

尔佩罗维奇告诉路透社：

“这看起来是大型社交媒

体平台迄今遭遇最严重的

一次黑客攻击。”

按照阿尔佩罗维奇的

说法，大批政商名流推特

账号被黑的潜在危害难以

估量，不过目前为止黑客

似乎只是“从大约300人手

中骗走了约11万美元”。

被黑账号上的虚假帖

子很快被删，但也有一些

账 号 上 的 帖 子“ 屡 删 屡

发”，显示网络安全团队与

黑客激烈争夺账号控制

权。这些帖子冒用名人名

义 假 装 要 给 公 众“ 发 红

包”，承诺说人们只要给特

定账号汇入相当于1000美

元的比特币，就能获得双

倍返还。

比尔·盖茨的团队 15

日发布声明，澄清说推特

账号被黑，虚假帖子并非

盖茨所发。知情人士说，拜

登团队正在与推特公司

“展开接触”，后者紧急锁

住拜登的账号并删除虚假

帖子。

推特公司表示已着手

调查这起黑客攻击事件，

后续将发布调查详情。

（杨舒怡）

美国确诊病例迫近350万
7月15日，一名男子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骑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5日发

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5日23时44分（北京时间16日11时44分），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3497767例。 （据新华社报道）

特朗普撤换竞选团队经理

奥巴马拜登等政商名流推特账号被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