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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TikTok14日
发表声明说，该公司已将一份方
案提交给美国政府。美国甲骨
文公司当天表示已与TikTok母
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成为其

“可信技术提供商”，但该协议仍
需美国政府批准。

TikTok在声明中说：“可以
确认，已向美国财政部递交了一
份方案，相信这一方案可以解决
美国政府的安全顾虑，这一方案
能帮助TikTok继续支持在美国
拥有一亿用户的平台的运行，用
户喜欢在这一平台上建立联系
和娱乐，与此同时，还有数十万
小企业和创作者依靠TikTok谋
生并拓展有意义的事业。”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4日
早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财
政部已接到这一方案，甲骨文公

司作为TikTok可信的技术伙伴，
代表美方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目前各方尚未披露方案细
节。但据记者了解，方案若获批
准，甲骨文公司将为 TikTok提
供云服务，此举不涉及 TikTok
的出售，也不涉及 TikTok的核
心技术转让。

8月 6日，特朗普签署行政
令，称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
个人或实体与TikTok及其母公
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当
月14日，特朗普再签行政令，要
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Tik-
Tok在美国运营的所有权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
回应说，美方应停止无理打压包
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别国企业，中
方同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
中方企业正当权益的权利。

普京与卢卡申科会晤，俄罗斯将继续
帮助白俄罗斯政府稳定局势

话筒

天下事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15日
宣布，将逐步有序放宽社交距离措
施。这些措施将由 9月 18日零时起
生效，为期7天。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找出不少社区的隐
性患者，从而有助进一步稳住疫情，特
区政府有信心可继续放宽社交距离措
施，令市民可早日恢复更多社交和经
济活动。

据介绍，餐厅晚市堂食时间将可延
长至午夜，顾客人数不可超过通常座位
数目的一半，一桌最多4人。酒吧或酒
馆、浴室、主题公园等公众娱乐场所、派

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卡拉OK场所和
游泳池将可以重开，这些场所需遵守相
关规定，如设定顾客数目上限。

另外，在公众场所进行群组聚集
的人数限制维持在4人，而所有公众
地方（郊野公园除外）需佩戴口罩的规
定继续生效。

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将放宽目
前适用于部分表列处所的限制，包括
在健身中心及体育处所内就佩戴口罩
及小组安排的限制，让市民大众有更
多运动的机会，以保障身心健康。

同日，香港海洋公园宣布，将于18
日恢复运营。海洋公园介绍，重新开

放后，公园接待游客时间为10时至18
时，周末及公众假期开放时间为10时
至19时。为保障游客及员工的健康，
公园按照特区政府防疫要求，调整游
客容量，以确保园内空间宽敞、游客保
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同时，所有游客
入园前须提前在网上预约。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
防护中心15日下午公布，截至当日零
时，香港新增4例新冠肺炎输入性确
诊病例，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这是
自7月初香港暴发第三波新冠肺炎疫
情以来，首次出现单日无新增本地确
诊病例。

香港特区政府将逐步有序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香港海洋公园18日恢复开放

热搜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
普 15日在白宫主持以色列与
阿联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协议
的签署仪式。巴勒斯坦总统阿
巴斯同日表示，如果美国和以
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
法权利，中东地区不可能实现
和平。

签署仪式当天下午在白宫
南草坪举行，数百人出席。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与阿
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和巴林外交
大臣扎耶尼签署关系正常化协
议，特朗普参与协议签署。

特朗普在协议签署前称这
是“新中东的开始”，另有至少5
个国家将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
系。内塔尼亚胡称当天是“历
史的转折”，以色列、阿联酋和
巴林希望“投资一个拥有伙伴
关系、繁荣与和平的未来”。

阿卜杜拉在发言中对内塔
尼亚胡“暂停”吞并巴勒斯坦领
土表示感谢。扎耶尼强调“两
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是实现
持久和平的基石。

同一天，阿巴斯发表声明
说，如果以色列不结束对巴勒
斯坦领土的占领，不允许巴人
民按照各项国际合法性决议实
现其充分权利，就不可能在中
东 地 区 实 现 和 平、安 全 或 稳
定。声明说，巴勒斯坦过去没
有、将来也不会委托任何人代
表巴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发言。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
沙地带多个城市同日爆发抗议
活动。示威者高举巴勒斯坦国
旗，高呼反美、反以口号。2枚
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了
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凯隆和阿

什杜德，造成13人受伤。
8月13日，美国、阿联酋和

以色列发表联合声明同意阿
联酋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
化。声明说，应特朗普“要求”
和在阿联酋支持下，以色列将
暂 停 对 美 国“ 中 东 和 平 新 计
划 ”中 提 及 的 区 域“ 实 施 主
权”。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
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地
区实施主权的计划不会改变，
特朗普只是要求以方“暂缓”
实施该计划。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在
白宫主持协议签署仪式是为
展示外交政绩，在 11月总统
选举前提振选情。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埃雷卡特此前表示，巴勒斯坦
已成为特朗普“竞选野心的受
害者”。

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2枚
火箭弹当晚从加沙地带发射至以
色列境内，造成13名平民受伤。

报道说，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
南部城市阿什杜德和阿什凯隆，造
成阿什杜德13名平民受伤。

以色列一急救组织说，一枚
火箭弹落在阿什杜德市一家商场
附近，造成商店和车辆受损，数名
居民被玻璃碎片击中受伤，其中
一人伤势较重。

以国防军 15日证实，2枚火

箭弹当晚从加沙地带发射至以
色列境内，其中一枚被以军“铁
穹”防御系统拦截。以副总理兼
国防部长甘茨随后召集安全磋
商会议。

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
称制造了这起火箭弹袭击事件。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晚火
箭弹袭击正值以色列与阿联酋、
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
协议之际。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云南省瑞丽市

发生输入性疫情后，有网络消
息称“瑞丽市全城都在买菜，有
的超市都被搬空了”。瑞丽市
防疫指挥部15日深夜召开发布
会回应，当地7家大型超市现有
生活物资库存均能保障在不进
货的情况下维持7天以上，即使
出现货物短缺，所需物资也能
够在3天内从周边地区补足。

“‘全城买菜、超市搬空’是
谣言！”瑞丽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杨仕勇说，瑞丽市现有900
亩大棚蔬菜，各乡镇还有蔬菜
基地，农户种植存量也有一部
分，可以保障自产自销；肉类产
品 中 生 猪 存 栏 68277头 、牛
14000头、禽类116万羽，从周边
地区调运的生猪每天还有120
头左右，市区生猪屠宰厂正常
生产，还有本地肉牛屠宰龙头
企业，肉类产品可正常供应。

杨仕勇说，截至8月底，瑞

丽市粮油购销公司粮食储备
298万公斤，可满足全市居民2
个月左右的用粮需求。目前，
瑞丽市的秋粮已成熟，正在收
购中，粮食供应没有问题。

据介绍，瑞丽市现有医疗防
护物资储备可以满足医疗机构
10天用量，已采购了30天用量
的物资正在运输途中，预计9月
18日前到达。同时，瑞丽市已
安排市内各大药店存储各类防
疫物资，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此外，据瑞丽市委书记龚云
尊介绍，现已排查密接201人，集
中隔离201人，核酸检测190人，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小区检
测1745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从15日8时30分开始，瑞丽
市主城区全部居民核酸检测工
作正式启动。当日，瑞丽市在
全市主城区13个网格片区，设
置了256个核酸采样点，已完成
核酸采样人数超过6万人。

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
签署“和平协议”

特朗普在签署仪式前称，这是“新中东的开始”，
另有至少5个国家将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和平协议”签署之际——

以色列南部遭袭击

俄白联手抵御“颜色革命”

“全城买菜、超市搬空”？
云南瑞丽回应：谣言！

TikTok已向美国政府提交解决方案

方案不涉及TikTok出售
和核心技术转让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4
日在索契会晤，讨论了双边合作、
白俄罗斯局势等问题。从两国元
首会谈结果看，俄罗斯将继续帮
助白俄罗斯政府稳定局势。

分析人士认为，白俄罗斯总
统选举引发的动荡尚未平息，此
时，卢卡申科访俄取得积极成果，
不仅展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也
向西方发出两国联手抵御“颜色
革命”企图的明确信号。

两国展现团结

索契之行是卢卡申科赢得总
统选举后的首次出访。普京表示
俄白两国将继续加强合作，俄罗
斯还将向白俄罗斯提供 15亿美
元贷款。

普京表示，俄罗斯仍然遵守
双方之间的所有协议，包括在
俄白联盟条约和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框架下的所有协议。白方
是俄方亲密盟友，俄罗斯将履
行所有承诺。两国应在国防领
域加强合作。

卢卡申科向俄方和普京个人
在白选举后提供的支持表示感
谢。他表示，俄白两国应在军事

和经济领域继续加强合作。就白
俄罗斯最近发生的抗议活动，卢
卡申科说，重要的是抗议者不要

“逾越红线”。
就在普京与卢卡申科会晤当

天，俄白联合军演在白俄罗斯境
内拉开帷幕。

白俄罗斯 8月 9日举行总统
选举，反对派和部分民众质疑选
举结果并发起大规模抗议，导致
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美国、欧盟
不承认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
并 威 胁 对 白 俄 罗 斯 实 施 新 制
裁。而俄罗斯承认这一选举结
果，多次警告西方不要干涉白俄

罗斯内政。

警惕“颜色革命”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叶连娜?波诺马廖娃认
为，向白俄罗斯施压、在其内部制
造混乱的剧本恐出自美国之手，
而立陶宛和波兰是美国剧本的关
键执行者。

与乌克兰相似，白俄罗斯也
是西方与俄罗斯地缘争夺战的目
标。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并倒
向西方后，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
抵御北约势力扩张的唯一屏障，

地缘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俄罗斯
不能容忍白俄罗斯也出现亲西方
政权，不会坐视乌克兰的剧本在
白俄罗斯重演。

普京8月27日在接受“俄罗
斯-24”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俄方
已抽调执法人员组成一支预备力
量，将在必要时出手帮助白方控
制局势。舆论认为，普京这番话
是向西方发出的强有力警告。

卢卡申科8月28日说，他和
普京商定，一旦白方遭到外部入
侵，白俄两国将动用武装力量联
军，共同保护白俄联盟国家西部
边境。

特朗普在白宫主持签署仪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