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曼彻斯特警方23日公布曼
彻斯特爆炸袭击嫌疑人名为萨勒
曼·阿贝迪， 来自利比亚移民家庭，
在英国出生长大。警方透露，阿贝迪
已在自杀式爆炸袭击中身亡。

现阶段， 英国恐怖威胁级别已
从次高等的“严重”级上调至最高等
的“危急”级。首相特雷莎·梅23日表
示，恐怖袭击随时可能发生，英国军
队将部署在重要场所， 以协助警方
应对紧急情况。

据英国情报部门透露， 现年22
岁的阿贝迪出生于曼彻斯特， 在英
国长大。 他来自一个利比亚移民家
庭，在家中4个孩子中排行第三。

阿贝迪在大学期间学习商贸专
业， 但中途辍学， 成为一名极端分
子。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近期阿贝
迪从利比亚回到英国。 来自美国的
情报显示，发动袭击前，他乘坐火车
从首都伦敦来到曼彻斯特。

23日， 英国警方突袭了曼彻斯
特郊区一处民宅， 这里据信是阿贝
迪的住所。多位邻居透露，阿贝迪身
材高挑削瘦， 经常穿戴民族传统服

饰。美联社援引邻居艾伦·金西的话
说， 经常有一名年轻男子开车接阿
贝迪，阿贝迪夜里很晚才回来。

此外， 警方还搜查了阿贝迪兄
弟的住所。英国内政大臣安伯·拉德
24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
表示，阿贝迪可能不是单独行动，英
国警方和情报部门仍在对此调查。

■据新华社

2017.5.25��星期四 编辑 陈香云 图编 杨诚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曾迎春A15 寰球风云

如何削减巨额美国债
务、填补预算赤字？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中的
措施之一，是卖掉美国一半
战略石油储备。

提议恐将遭国会反对

根据22日部分公开的
美国联邦政府2018财年预
算案，政府将通过出售战略
石油储备的方式，在2018财
年融资5亿美元， 在今后10
年间融资166亿美元。

特朗普同样将寻求允
许在阿拉斯加州国家野生
动物保护区采油，停止与墨
西哥湾沿岸各州分享石油
开采权费，以及出售西部地
区输电管线。

美国彭博新闻社23日
分析，上述提议恐将在国会
遭遇反对。

据彭博社数据，美国现
在坐拥接近6.9亿桶石油储
备，主要分布在得克萨斯州
和路易斯安那州。

特朗普预算案的总结
性文件并未说明可能出售
石油储备的时间和数量。

可行性存疑

除出售美国一半石油
储备外，特朗普同样期望借

助放开阿拉斯加州国家野
生动物保护区采油，在今后
十年间获取18亿美元收入。
这一区域预估储油量120亿
桶。

尽管多名来自阿拉斯
加州的共和党议员长期支
持在这一区域采油，但环保
人士对此却如临大敌。他们
认为，采油将威胁这一地区
多种动物生存， 包括北极
熊、驯鹿和狼等。

特朗普的预算案说，出
售这一区域的油气开采权
可能在2022财年获得收益，
预计那一财年可因此获得
1000亿美元收入。

不过， 彭博社认为，特
朗普政府的这一估算貌似
偏乐观，因为尚不清楚能源
企业是否有兴趣参与开发。
鉴于在阿拉斯加北部作业
成本偏高，能源企业在油价
偏低和页岩油繁荣的背景
下，可能对此意兴阑珊。

另外， 特朗普政府希
望，通过停止与墨西哥湾沿
岸各州分享石油开采权费，
在今后十年间额外产生35.6
亿美元财政收入。

这一设想与前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曾经的提议相
类似。可以想见，特朗普的
提议将同样遭到激烈反对。

■据新华社

很差钱！特朗普想卖掉美国一半油储
通过出售，今后10年间融资166亿美元 用以削减巨额债务、填补预算赤字

一个名为“想哭”(WannaCry)的
勒索病毒本月中旬袭击全球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不小混乱。令不
少人愤怒的是， 该病毒源自美国国
家安全局秘密研发的病毒武器库。

源自美国武器库

就在“想哭”被逐渐“制服”之
际，克罗地亚一名电脑专家发现：另
一个名为“永恒之岩 ” (Eternal-
Rocks)的新病毒可能悄然来袭，而
其来源同样是美国国安局遭泄露的
病毒武器库！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22日报
道，克罗地亚国家计算机紧急情况应
对小组成员米罗斯拉夫·什坦帕尔一
直密切关注“想哭”病毒的攻击情况，
在跟踪调查中注意到一款类似病毒。

什坦帕尔介绍，新病毒名为“永
恒之岩”，其编写代码同样来自美国

国安局上月遭泄露的病毒武器库。

新病毒威力更大

什坦帕尔在网上发布了他的调
查结果，指出“永恒之岩”病毒分两
个阶段潜入用户的电脑中， 其中第
二个阶段的潜伏期不少于24小时，
从而使得用户难以察觉遭入侵。

据什坦帕尔描述，“永恒之岩”会
在用户电脑中潜伏一段时期，然后才
被激活用于恶意目的，“它当前只需
要大肆扩散，然后静静潜伏，等待后
续指令。在我看来，现在只是序曲。”

“经过6至8个小时的分析研究，
我弄明白如何触发该病毒的第二个
阶段，” 这名电脑专家接受采访时
说，“我对这一发现既感到兴奋，又
难掩害怕。”什坦帕尔提醒全球电脑
用户提高警惕，“一个比‘想哭’威力
更大的病毒正在袭来”。■据新华社

美 国 中 央 情 报 局
（CIA）前局长约翰·布伦南
23日在国会作证时称，自己
去年就已知晓唐纳德·特朗
普团队中有人与俄罗斯方
面有过接触，但他同时承认
这并不能说一定就是叛国
“通俄”。

白宫随后发表声明称，
听证恰恰说明目前特朗普
“通俄门” 的说法仍无任何
证据支撑。

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家
情报总监丹·科茨前往参议

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被问
及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
报道是否属实。 这篇报道
称，特朗普曾对科茨和国家
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
施压， 要求两人公开表态、
明确否认特朗普竞选团队
曾与俄罗斯政府共谋，但这
一要求遭到拒绝。

听证会中，科茨回避了
这一问题，仅称他曾告诉特
朗普团队，对情报机构施加
“任何政治影响” 都是不合
适的。

特朗普访欧
和北约关系到底咋处？

新病毒悄然来袭？
同样源自美国武器库

到底“通俄”了没？ 前中情局长国会作证

警方公布曼城恐袭嫌疑人姓名
在英国出生长大 或不是单独行动

“特殊锁定”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日“认
领”这次恐怖袭击。袭击发生在曼彻
斯特体育馆， 当时正值美国女歌手
阿里安娜·格兰德的演唱会散场，观
众多为青少年和儿童。 英国苏格兰
圣安德鲁斯大学恐怖主义学讲师彼
得·莱尔指出，袭击者非常清楚此次
袭击遇难者多数会是儿童。“格兰德
是很多青少年的偶像， 因此演唱会
中很多观众都是青少年……袭击者
对此了然于心， 他特意挑选这样一
个特殊夜晚， 锁定这样一个特殊人
群，实施这样一次突然袭击。”

链接

链接

调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5月24日，英警方搜查曼彻斯特爆炸袭击嫌疑人住所。 新华社 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23日抵达意大利，开始他
上任以来的首次欧洲之行。
其间，他将与欧洲多国领导
人会面，并出席在比利时布
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以
及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
的七国集团（G7）峰会。

特朗普这次到访欧洲，
一个主要看点是美国与北
约的关系今后如何处。分析
人士解读，这是特朗普首次
出访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
他在竞选期间多次发出改
变对北约态度的极端言论
之后，外界普遍都在关注特
朗普上台后将如何处理与
北约的关系？是否会延续对
北约作为美国重要安全体
系的“基石性”定位？

安全领域吃“定心丸”

特朗普上任后一度批
评北约“已经过时”，甚至预
言其他欧盟国家会紧跟英
国步伐选择“脱欧”。这些言
论让不少北约盟友对美国
能否继续履行各项承诺疑
虑丛生。

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
美国所学者孙成昊认为，虽
然特朗普已经修正称北约
过时的说法， 但在集体防务
的再保证上， 他没有明确表
态；加上在欧洲盟友看来，特
朗普对俄罗斯态度较为“暧
昧”，让人不放心，因此他这
次出访欧洲， 继续强调北约
的重要性是重点议程之一。

除给北约盟友吃下“定
心丸”之外，中国社科院美
国问题专家刁大明认为，特
朗普此行将与欧洲各国领导
人广泛接触， 特别是要与新
任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会面。

经贸层面难有突破

特朗普上任后不久便
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并表示将就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
TA）重新谈判。这一背景下，
经贸议题预计将是七国峰会
绕不开的话题之一。“七国峰
会将广泛讨论相关议题，中
东反恐仍是重点内容，”刁大
明说，“经贸方面虽然也会涉
及， 但无论是因为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前景不明而敏感的
美加、美欧抑或美日关系，在
经贸方面预计都难以出现实
质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