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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 日本准备好了吗
距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 7 月 23 日开幕只剩一个
11 个和 10 个百分点。
月。新冠疫情阴影笼罩下，已经延期一年的奥运会
日本首相菅义伟 21 日说，如果疫情再次恶化、再
和残奥会能否顺利举行？
一次进入紧急状态，奥运会可能在没有观众的情况
【展决心】
下举行。这也是当天日方与国际奥运会和国际残奥
从现状看，东京奥运会因疫情取消或再次延期
委会在五方会议上同意考虑的措施。
的可能性持续减小，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正积极
【防疫情】
推进按期举行。
日方决定采取多种措施，防止新冠疫情因奥运
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 21 日在五
会举办而再度恶化。奥组委要求观众直接往返住所
方会议中告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决定允
和比赛场地，尽量降低感染和传播病毒风险，且在比
许日本本土观众现场观赛，获得后两者支持。日本
赛场地观赛期间须一直戴口罩，不得大声说话或呼
已经禁止海外观众赴日观赛，今后将依据防疫政策， 喊。
允许每场比赛最多 1 万名本土观众观赛，且人数不得
参赛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抵达日本前后须接受新
超过场地容量的 50%。
冠病毒检测，入住奥运村后每天也须接受检测。如
路透社说，这一决定终结了对能否现场观赛的
确认感染，无症状感染者和症状轻微感染者须在奥
猜测，凸显了日本政府挽救奥运会的决心。国际奥
运村外定点酒店接受隔离，病情严重者须住院接受
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完全支持这
治疗。
一决定，
“ 将竭尽全力，为日本人民和所有参赛者举
按照要求，除进餐外，运动员在奥运村须戴口罩
办安全放心的奥运会”。
并保持社交距离。奥运村内，设有发热门诊和隔离
此前一天，日方首次向媒体开放参观奥运村。 室，餐厅座位减少三分之一以保持安全距离，餐桌设
奥运村定于 7 月 13 日正式向运动员开放。奥组委主
有隔板，
不采取自助餐形式，
统一由服务人员上餐。
席桥本圣子表示，她认为这座奥运村比自己先前作
日方对部分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奥运代表团采
为运动员或官员曾经入住的 11 座奥运村都要好，运
取尤其严格防疫限制措施。印度代表团抗议受到
动员们将感到“极为舒适”。
“不公平和歧视性”对待。日方要求印度代表团成员
日本国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东京奥运会
赴日前 7 天须每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不能早于奥运
按期举行的日本民众日渐增多。根据《朝日新闻》21
会开幕前 5 天入住奥运村，且入住后的前 3 天内不得
日发布的民调结果，34%的人支持奥运会如期举行，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代表团成员接触。
而 5 月时调查显示支持率仅为 14%；认为应该停办或
法新社援引奥组委声明报道，
“来自印度这样受
再次延期的人分别为 32%和 30%，比 5 月时分别减少
变异病毒严重影响”国家和地区的人员，
“ 有必要遵

“ 随手拍
随手拍”
”
送话费
——欢迎您来反映城市
管理问题！
管理问题
！
为进一步畅通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实现
与市民的“零距离沟通、零距离互动、零距离服务”，
市城管局研发了“市民通”手机 APP 软件，自正式上
线以来，受到广大市民的广泛关注，根据《淮南市“市
民通-随手拍”投诉反映城市管理问题奖励实施办
法》，现对 2021 年 5 月份积极参与的市民，进行话费
奖励，
具体名单公布如下：
2021 年 5 月“市民通-随手拍”
奖励名单
姓名
李**
龚**
龚 *
靳**
程**
边**
汤**
曹**
宋**
刘**
甘**
赵**
李**
牛**

手机号码
137****5541
182****6898
189****2223
139****0368
159****2918
138****6436
152****9349
151****2383
139****3685
159****1808
182****7095
130****4017
159****2394
139****3053

身份证号码
34040419681119****
34040419700915****
34040419970323****
34040419700209****
34040419441017****
34040419511113****
34040319501029****
34040319890907****
34040319630503****
34040419711210****
34040319640224****
34040419710605****
34032119740219****
34040319870326****

广大市民朋友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市民
通”APP 软件（暂限于 Android 系统的智能手机）注
册，点开“市民通”软件中“随手拍”模块，可以通过图
片以及文字描述等方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的城
市管理相关问题进行举
报。
“淮南是我家，环境靠
大家！”城市市容环境的改
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热忱欢迎广大市民朋
友积极参与到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活动中来，共同建
设我们的美好家园！

守更严格规定”。
日本方面对媒体记者也做出严格防疫规定，包
括抵达日本前后须做病毒检测，提交入境后 14 天内
个人计划行程单，入境后 14 天内须乘奥运会专用车
辆而不得乘公共交通工具，接受活动轨迹追踪，戴口
罩及保持社交距离等。
【仍忧虑】
尽管日本政府和奥组委方面严阵以待，医学界
人士和民众仍忧虑奥运会的举办将触发新冠疫情反
弹。本月 19 日，9 名乌干达代表团成员抵达东京，其
中一人入境后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结果为阳性，而
他们已经完成两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且抵达前
72 小时内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组组长尾身茂等 20 多名
专家也警告，允许观众入场观赛可能引发新一波疫
情。
共同社 20 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86%的人
担忧疫情因奥运会举办而再度恶化。根据《朝日新
闻》最新民调结果，认为应该停办或再次推迟奥运会
的人共计超过六成。
《每日新闻》民调显示，64%的人
认为本届奥运会无法如首相菅义伟所承诺的那样办
成“安全和安心的大会”。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的数据显示，东京都
22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35 例，
比一周前（15 日）增加
约 100 例，且连续第三天比前一周同期增加；过去一
周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也较此前一周增加。日本人口
约 1.26 亿，目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仅占总人口的
约 6.5%。
新华社发

日本诹访之濑岛火山发生大规模喷发
新华社东京 6 月 23 日电（记者 姜俏梅）日
本气象厅 23 日发布消息说，日本鹿儿岛县诹
访之濑岛御岳火山口当天凌晨发生大规模喷
发。
据日本气象厅观测，当地时间当日零时 4
分，诹访之濑岛御岳火山口发生大规模喷发，
火山喷出的较大石块落在距火山口 1 公里处。
气象厅随即将诹访之濑岛火山喷发警戒级别
由 2 级调升至 3 级，呼吁岛上居民警惕火山口

附近大约两公里范围内可能降下较大石块。
诹访之濑岛居民约有 80 人。来自鹿儿岛
中央警察署的消息显示，截至 23 日上午 6 时，
没有收到本次火山喷发造成人员伤亡或建筑
物损坏的报告。
诹访之濑岛是位于吐噶喇群岛中间地带
的一座活跃火山岛，海岸线长 27 公里。位于
岛中央的御岳山海拔 799 米，今年 5 月以来诹
访之濑岛火山活动再度趋于频繁。

美国关闭 30 多个伊朗媒体网站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2 日电（记者 刘品
然）美国政府 22 日以“违反制裁”为由关闭了
30 多个伊朗新闻媒体使用的网站。
美国司法部当晚在一份声明中说，
33 个由
伊朗伊斯兰广播与电视联盟运营的网站和 3 个
由什叶派武装组织
“真主旅”
运营的网站已被关
闭。这些网站域名均为美国公司所有，
伊朗伊
斯兰广播与电视联盟和
“真主旅”
此前已受美方
制裁，
其在未获得美财政部许可的情况下被禁
止获得美国的网站和域名服务。
据媒体报道，包括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内
的一些伊朗官方媒体网站当天无法正常浏
览，部分媒体网站在使用伊朗域名后运营恢
复正常。

伊朗当选总统易卜拉欣·莱希 21 日表示，
美国“有责任解除所有不公正的对伊制裁”，
欧洲国家应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框架下
的承诺。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 4 月 6 日开始在维
也纳举行，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迄今已举
行六轮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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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
制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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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 7 月起准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游客
免隔离入境普吉岛
新华社曼谷 6 月 23 日电（记者 任芊）泰
密切观察效果，并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
国内阁 22 日批准了“普吉岛旅游沙盒计划”。 开放更多地区。
据此，从 7 月 1 日起，来自中低风险国家且完
泰国总理巴育 12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普
成疫苗接种的外国游客在入境普吉岛之后将
吉岛已完成 70%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
服务业
不必接受强制隔离。
人士已全部接种。
根据这一计划，游客在普吉岛须入住获
泰国旅游业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为尽
泰国政府颁发安全和健康管理认证的酒店。 快恢复旅游业并提振经济，泰国政府提出了
据悉，7 月 1 日计划正式实施后，泰国政府将 “普吉岛旅游沙盒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