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6月19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城区拍摄的因疫情较严重复杂被封闭的巷道。
老挝政府19日宣布，鉴于邻国和首都万象新冠疫情形势，万象实施的“封城”措施再延长15天至7

月4日。
■新华社发

南非小村掀“挖钻热”
结果全是石英石

南非东部夸祖卢-纳塔尔省一处偏远村庄疑似发现
钻石，吸引全国各地数以千计民众前来挖钻。令人失望
的是，那些石头不过是石英石。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牧民本月在这座村庄空旷的田
野里发现一块石头，以为是钻石，“钻石村”的传言随之
四起，大量外地民众赶来碰运气。

夸祖卢-纳塔尔省官员拉维·帕莱 20日告诉媒体记
者，他到访了这个村庄，发现大约 3000 人在那里挖石
头。一些石头样品被送去检测，结果显示是石英石。“与
钻石相比，石英石的价值非常低。”

按照他的说法，在这座村庄“挖钻”的人现已减少至
不足 500人，但已有大约 50公顷土地遭到严重破坏，遍
布大大小小的坑洞，最深1米，对牲畜构成威胁。

帕莱说，当地政府敦促继续在那里“挖钻”的人离
开，必要时将采取执法手段。

世界已知最大宝石级钻石为 1905年在南非开采的
3106克拉“卡利南”，第二大宝石级钻石为 2015年在博
茨瓦纳开采的 1109克拉钻石“我们的光”。博茨瓦纳本
月开采出一颗1098克拉巨钻。 （新华社电 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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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激增人手短缺 美国航空公司取消数百航班
随着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提升和

疫情趋缓，越来越多美国人选择乘飞机
出行，而美国航空运营商普遍准备不
足，面临人手短缺等问题。

其中，美国航空公司由于严重缺人
且客机检修压力增加，19日至21日的3
天内取消约 400架次航班。为缓解运
营压力，这家航空运营商今后可能每日
取消50至80架次航班。这一趋势将持
续到至少7月中旬。

削减航班数量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 20日报道，

美国航空公司 19日取消了 123架次航
班，20日至少取消了 178架次，21日取
消 97架次。其中，多数航班机型为空

中客车A320和波音737。
按照美国媒体说法，部分航班取消原

因是机组人员请病假等导致人手不足。
美国航空公司说，近期可能继续削

减航班数量，本月底前可能日均取消至
少五六十架次航班；下月日均取消 50
至80架次；7月上半月共将取消航班总
量的约1%。

公司发言人萨拉·扬茨告诉美国商
业内幕网站，6月头几周由于部分航空
枢纽遭遇暴风雨，多个航班延误或取
消，“严重影响运营”。部分服务供应商
缺少人手，加上客户需求增速迅猛，“导
致我们调整 7月中旬之前的一小部分
航班”，以便公司有更多喘息之机。

另一名公司高管说，削减部分航班
也将减轻客机检修压力。

截至新冠疫情暴发前，按机队规
模、载客量和付费旅客总里程数计算，
美国航空公司是全球最大航空公司。

急需扩充人手
按照美国媒体说法，美国民众出行需

求的回升幅度超出许多航空公司高管的
预期，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所有航空运
营商面临“用工荒”。例如，承包美国航空
公司餐饮、轮椅服务和加油等业务的企业
缺少人手，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急需行李搬
运工，而在达美航空公司，顾客一度需要
等待超过21小时才能接通人工服务。

为应对民众夏季乘机旅行高峰，运

输安全管理局打算再招 6000人。代理
局长达比·拉茹瓦本月早些时候要求办
公室员工到机场志愿服务，负责带新
人、安检管理等工作。

运输安全管理局数据显示，美国各地
机场本月13日安检超过200万人次，创出
行旅客自去年3月中旬开始大幅减少以来
的新高。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民众计划
今夏乘飞机出行人次接近疫情前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 3月 11日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美
国随后暂停美国与欧洲申根区26个国
家之间的旅行往来，美国航空客流量随
即暴跌，航空运营商纷纷裁员或让员工
停职。 （新华社电 王鑫方）

瑞典首相勒文遭议会罢免

东京奥运会观众人数确定：每场比赛最多不超过一万人

欧盟代表：伊核协议相关方维也纳会谈“接近达成协议”

巴彦塔拉路涉及西把栅乡（敕勒川路街道）西古楼
村区域内奶牛小区征收编号为以下的买受人，请于六月
二十六日前携带相关购买凭据以及证明材料到西把栅
乡（敕勒川路街道）西古楼村原村委会接洽征收补偿事
宜：

A1：占地面积 402.72㎡，建筑面积 65.88㎡。
A2：占地面积 313.25㎡，建筑面积 65.88㎡。
A3、A4：占地面积 337.58㎡，建筑面积 65.88㎡。
A5、A6：占地面积 1056.22㎡，建筑面积 131.76㎡。
A7：占地面积 528.52㎡，建筑面积 65.88㎡。
A11、A12：占地面积 1049.77㎡，建筑面积 131.76㎡。
A13、A14：占地面积 1051.78㎡，建筑面积 131.76㎡。
A19、A20：占地面积 1056.9㎡，建筑面积 131.76㎡。
A21、A22：占地面积 1043.71㎡，建筑面积 131.76㎡。
A26：占地面积 525.82㎡，建筑面积 65.88㎡。
A34：占地面积 527.11㎡，建筑面积 65.88㎡。
A47：占地面积 524.01㎡，建筑面积 65.88㎡。
A50：占地面积 527.58㎡，建筑面积 65.88㎡。
A51：占地面积 525.9㎡，建筑面积 65.88㎡。

A57：占地面积 526.31㎡，建筑面积 65.88㎡。
A58：占地面积 525.78㎡，建筑面积 65.88㎡。
A59：占地面积 527.64㎡，建筑面积 65.88㎡。
A62：占地面积 526.19㎡，建筑面积 65.88㎡。
A63：占地面积 523.42㎡，建筑面积 65.88㎡。
A65：占地面积 525.63㎡，建筑面积 65.88㎡。
A69：占地面积 525.6㎡，建筑面积 65.88㎡。
A70：占地面积 523.05㎡，建筑面积 65.88㎡。
A74：占地面积 524.58㎡，建筑面积 65.88㎡。
A75：占地面积 521.29㎡，建筑面积 65.88㎡。
A76：占地面积 523.86㎡，建筑面积 65.88㎡。
A77：占地面积 524.31㎡，建筑面积 65.88㎡。
特此公告
联系人：康建国 联系电话：15804711621

闫亚明 联系电话：15391166936
地址：西把栅乡（敕勒川路街道）西古楼村原村委会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西把栅乡人民政府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街道办事处）

2021年6月19日

公告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男子冰
球、雪橇、雪车、高山滑雪和钢架雪车
五支国家集训队的 170余名运动员、
教练员近日入驻北京冰上项目训练基
地，进行冬奥会前的最后备战工作。

据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介
绍，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冰
雪集训队入驻北京冰上项目训练基地
的冬奥备战工作，北京市体育局多次
与国家各支集训队召开协调会，积极
做好国家各支冰雪集训队的吃住训和
防疫等相关对接工作。

6月 15日，随着国家冰雪集训队
开始入住，为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和防
疫工作，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开
始了全封闭管理，全力保障好入驻国
家集训队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前的最
后备战工作。

据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激励广大教练员、运动员和
服务保障团队时刻牢记“祖国在我心
中”，不忘初心、埋头苦干、刻苦训练，
为完成好北京冬奥会备战参赛任务努
力奋斗，6月21日，先期到达的国家雪

橇队、国家男子冰球队和北京冰上项
目训练基地的服务保障团队 150余人
在北京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举行了升国
旗仪式，开展了“忠诚敬国旗”教育活
动，激发运动员、教练员和服务保障团
队刻苦训练、全力备战的热情。运动
员、教练员和服务保障团队的全体人
员表示，将时刻牢记“祖国在我心中”，
以“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
天也耽误不起”的精神全力备战，力争
北京冬奥会在家门口取得优异成绩，
为祖国争光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记者
王集旻）在 20日进行的美国高尔夫公
开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中，西班牙名将
拉姆以 67杆、低于标准杆 4杆的成绩
收官，最终以四轮278杆、低于标准杆6
杆的总成绩收获冠军，这也是他职业
生涯第一个高尔夫大满贯冠军。

拉姆近期的比赛可谓坐上了过山
车。本月初的纪念高尔夫球赛上，拉
姆三轮比拼之后领先6杆，却因感染新

冠病毒而遗憾退赛。本次美国公开赛
拉姆康复归来，他在最后一轮的最后
两个洞连续“抓鸟”成功，最终以1杆的
优势上演逆转夺冠的好戏。

南非名将奥斯特伊曾以71杆的成
绩结束最后一轮，最终以四轮279杆的
成绩获得第二。美国选手英格利希以
281杆的成绩获得第三。

赛后拉姆说：“真是让人难以置
信，我都不敢相信最近的比赛会是这

样跌宕的剧情。纪念高尔夫球赛上我
跌到低谷，但这次却以胜利收场，我感
觉像是在做梦，像童话一样不可思
议。”

“就算是新冠病毒让我失去很多
练球的时间，我本次比赛也对自己很
有信心。我知道我能夺冠，在遭受挫
折之后，我反而感觉有获得突破的希
望，关键时刻我证明自己可以顶住压
力。”拉姆补充说。

西班牙名将拉姆获得美国高尔夫公开赛冠军

新华社维也纳6月20日电（记者
于涛）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就美
伊恢复履约问题20日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结束第六轮会谈。欧盟代表莫拉
在会后表示，会谈“接近达成协议”。

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
级会议当天下午在维也纳大酒店举
行。会议由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
莫拉主持，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英
国和伊朗代表出席会议。

莫拉在会后对媒体说：“我们更接
近达成协议，但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

莫拉表示，会谈在一些技术问题上
取得进展，各方就协议技术文本有了更
清晰的认识。各方代表将回国磋商，希
望他们重返维也纳启动下一轮会谈时，
能就如何最终达成协议提出更清晰的
思路。

莫拉没有说明会谈将于何时恢复，
但他表示期待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就核查工作达成的临时技术协议在 6
月24日到期后能再次延期。

今年 2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达成一项最长3个月的临时技术协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最长 3个月时间
内继续其必要的核查和监督活动，伊朗
将保存一些核设施的视频监控资料。
如果3个月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将把监控资料交给国际原子能机
构。如果制裁届时没有解除，伊朗将销
毁这些资料。5月24日，双方同意将已
经到期的临时技术协议延期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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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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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美国已退
出伊核协议，且伊朗拒绝与美方直接对
话，所以美方代表不能出席会谈。欧盟
代表作为协调员与所有伊核协议相关
方以及美国单独接触。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
21 日宣布，会尽快向各州分发更多
新冠疫苗，避免接种计划进一步拖
延。同一天，新南威尔士州新一轮
聚集性感染再添两例确诊病例。

据路透社报道，出于对接种阿
斯利康疫苗后发生血栓的担忧，澳
大利亚上周更改政策，只建议 60 岁
以上人群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这一
变动打乱疫苗接种计划，各州此后
请求增加疫苗供应量。

莫里森 21日告诉澳大利亚 2GB
广播电台，各州“都将获得额外疫
苗”。他没有具体说明每个州能获

得的疫苗数量。
澳大利亚接种的辉瑞疫苗依靠

海外供货，阿斯利康疫苗在本地生
产。卫生部门说，从 8 月起，辉瑞疫
苗分发有望提速。

澳大利亚成年人口 2000 万，超
过 25%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但
只有 4%完成全部两剂接种。

联邦政府承诺分发更多疫苗之
际，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正在
遏制新一轮聚集性感染。当地 21
日报告两例新增确诊病例，相关感
染者 5天内增至 11人。

（新华社电 陈丹）

接种计划受阻
澳总理承诺向各州分发更多新冠疫苗

新华社东京6月21日电（记者 王
子江）东京奥组委21日宣布，东京奥运
会每场比赛将最多允许一万名本土观
众入场观赛，前提是入场观众总数不超
过赛场容量的一半。

这项决定是由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
和东京都政府做出的，日本方面当天与国
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举行五方会谈
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残奥委会，二者对决定表达了支持。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表讲话说：
“国际奥委会完全支持你们的决定，并
将竭尽全力，为日本人民和所有参赛者
举办安全放心的奥运会。”

据透露，东京奥运会已经销售的门
票数量达到 448 万张，占门票总数的
42%，去年年底东京奥组委还接受了84
万张退票，即便如此，部分比赛场次售
出的门票总数已经超过一半。东京奥
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在随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将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些
持票观众有资格入场观赛。一同出席
发布会的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

敏郎透露，门票总数将减少到大约 272
万张，而门票收入将减少大半。东京奥
运会原计划门票收入为900亿日元（约
合人民币52.9亿元）。

观众人数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前迟
迟悬而未决的大事，早在今年 2月，东
京奥组委就已经决定禁止海外观众入
境，有关国内观众人数问题的决定则推
到 4月底，后来因为疫情恶化，再次延
迟到6月底。距开幕还有32天，桥本圣
子表示“如释重负”。

但日本方面显然为观众人数埋下
了一个巨大的伏笔。首先，中小学生和
奥运会利益相关方，包括媒体、赞助商
和官员等注册人员都将不被计算在总
数之内；其次，开幕式例外。

早在奥运会推迟前，东京奥组委就
设立了学生观赛计划，以优惠价格将门
票卖给学校，据估计中小学观众大约
90万之多。另外，虽然经过多次缩减，
持证人员已经减少到不到5万人，但加
上运动员，如果坐到体育场内，也是不
小的数目。

武藤敏郎说，注册人员可以到场
内，但不能坐在观众席上。不过这个问
题仍然比较模糊，因为组委会完全可以
在看台上为这部分人设立专区。

另外关于在札幌举行的竞走和马
拉松赛观众的问题，武藤敏郎说，因为
比赛在公共道路上举行，观众数量难以
控制，具体的方案将会与当地组织方协
商后另行决定。

武藤敏郎还表示，观众入场不会被
要求出示新冠阴性检测证明。

对于日本媒体有关开幕式允许两
万名观众入场的报道，武藤敏郎进行了
否认，他说开幕式观众人数将另行决
定，但绝对不可能达到两万名。举办开
幕 式 的 奥 林 匹 克 体 育 场 可 以 容 纳
68000人。

东京奥组委在声明中还说，如果奥
运会前疫情加剧，观众人数还有可能进
一步缩减，情况严重时甚至会禁止观众
入场。

另据透露，关于残奥会的观众人数
问题，将在7月16日前决定。

五支国家冰雪集训队
入驻北京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备战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21日电
（记者 和苗 付一鸣）瑞典议会 21日
对首相勒文进行不信任投票，超过
半数议员投票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
相。勒文成为瑞典首位在任期内遭
不信任投票罢免的首相。

投票结果显示，有 181票反对勒
文继续担任首相，109 票支持，51 票
弃权。

不信任投票由瑞典左翼党发
起，其反对现政府计划让新建公寓
租金市场化。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
党、中右翼的瑞典温和联合党和基
督教民主党先后表示，支持不信任
投票。

勒文当天在随后召开的线上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将有一周时
间来决定如何处理罢免危机，他将
与其他各党协商，尽快实现平稳过
渡。

分析人士认为，勒文遭罢免后
将面临两种选择：解散现政府，由议
长提名新首相人选；或宣布在 3 个
月内举行议会选举。

2018 年 9 月瑞典举行议会选举
时，由勒文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环境
党和左翼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获得
40.6%的选票，以微弱优势击败反对
联盟中右翼阵营赢得大选，随后社会
民主党和环境党组建少数派政府。

俄罗斯说不指望美国因俄美首脑会晤停止遏制俄罗斯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1日说，不指

望美国在俄美首脑会晤后停止遏制
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会
晤取得的成果“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
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俄方清楚美方
会继续这样做。

普京和拜登 16日在瑞士日内瓦
会晤，讨论了战略稳定、乌克兰、网络
安全、人权、气候变化等议题。会后
两人分别举行记者会，普京说双方进
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彼此没有展
现敌意；拜登表示会晤气氛“良好和
积极”。

佩斯科夫说，普京有关会晤具有
建设性的表述“不代表俄方偏离了对
俄美关系的清醒评估”，俄方对两国
关系保持清醒和务实态度。

另外，佩斯科夫说，俄方知晓美
方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
克·沙利文 20日告诉美国媒体，美方
准备就俄罗斯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
纳瓦利内“被下毒”追加对俄制裁。

纳瓦利内去年 8 月 20 日乘坐俄
国内航班途中感到身体极度不适，被
紧急送医救治，后被送往德国柏林一
家医院接受治疗。德国政府称纳瓦
利内中了“诺维乔克”类型神经毒剂，
要求俄方做出解释。俄方称纳瓦利
内离开俄罗斯时体内不存在有毒物
质。

今年 1月 17日，纳瓦利内从德国
返回俄罗斯时，俄执法机构以他多次
违反缓刑规定为由将他逮捕。美国
政府 3月 2日以俄罗斯政府对纳瓦利
内“下毒”为由宣布一系列对俄制裁
措施。 （新华社电 安晓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