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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例患者康复出院
成都本轮疫情本土病例清零

8月27日上午，成都最后一例新冠肺炎本土
确诊病例康复，走出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
心应急病区。

据了解，该病例临床症状已消失，复查胸部
CT原右肺下叶磨玻璃斑片影明显吸收，连续两
次核酸检测阴性，符合出院标准。

7月28日，成都市通报新增5例本土确诊病
例、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近一个月以来，成都
连续无新增本土病例。据成都市卫健委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该病例是此次本土疫情最后一名病
例，她的康复意味着本土病例清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综合
2021年8月28日 星期六

03

足
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 9 场第
21095期：1001313333313*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 9场第
21096期：03100110330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95
期：10013133333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96
期：03100110330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
负第21096期：131100001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96
期：2100122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29期开奖
结果：359，直选：6419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6：19840注，每注奖金173元。
（40115375.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29期开奖
结果：35956，一等奖49注，每注奖金10万
元。（376744804.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99期开奖结
果：400378+7，一等奖：0注；二等奖：13注，每
注奖金60259元；三等奖：49注，每注奖金3000
元。（236116647.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1229
期开奖结果：708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99
期全国开奖结果：04 06 09 15 22
23 27，特别号码：0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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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美军士兵至少13死18伤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
肯齐26日在记者会上说，两名据信为

“伊斯兰国”成员的自杀式袭击者当
天先后在喀布尔机场阿贝门附近以
及不远处的男爵酒店外引爆炸弹。阿
贝门附近发生爆炸后，多名“伊斯兰
国”武装人员向军人和平民开火。

男爵酒店近段时间是不少美国
和英国公民从喀布尔机场撤出前的

“聚集点”。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说，伤亡

者包括阿富汗塔利班成员。
美国《华尔街日报》以阿富汗卫

生部门人士为消息源报道，两起爆炸
造成至少90名阿富汗平民丧生。美国
中央司令部证实，爆炸已造成13名美
军士兵死亡，18名士兵受伤。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欣确认喀

布尔机场附近发生两起爆炸，对爆炸予
以谴责并且承诺尽全力将凶手绳之以
法。塔利班另一名发言人扎比乌拉·穆
贾希德说，爆炸发生时有大量人员挤在
机场附近，爆炸造成许多人死亡。

机场入口安全由美军负责

法新社报道，喀布尔机场各入口
的安全保障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内
的军方人员负责。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说，
显而易见，喀布尔机场入口附近的安
保出现疏漏。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机场
附近的塔利班成员故意让袭击者混
入。美方先前要求塔利班指挥官加强
机场外围附近的安保。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告诉俄罗
斯卫星通讯社记者：“机场周边区域的安
全由美国人负责，那里没有我们的人。”
他还说，塔利班控制下的喀布尔各城

区局势稳定，邻近机场的街区安全。

爆炸前美英曾发安全提示

塔利班8月15日进入并控制喀布
尔。美方14日开始紧急组织在阿美国
公民从喀布尔机场撤离。大量曾为美
军服务的阿富汗人涌入机场，希望美
方带他们离开。喀布尔机场最近多次
陷入混乱。

26日的悲剧发生前数小时，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发布安全提
示，提醒本国公民不要擅自前往喀布尔
机场，称那里存在安全或恐怖袭击威
胁，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威胁来自何方。

一名塔利班成员告诉路透社记
者，塔利班几天前在喀布尔机场附近
抓住一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经审
讯得知“伊斯兰国”在策划发动袭击。
塔利班因而推迟举行公共场所集会，
建议其高层人士不要聚集。据新华社

拜登誓言将打击“伊斯兰国”

“认领”恐袭的“呼罗珊”是谁？

26日爆炸发生数小时后，拜登在白宫
发表讲话，称将打击策划这次袭击的“伊
斯兰国”成员。“我们将追捕你们，让你们
付出代价。”

拜登说，他已命令美军指挥官制定计
划，打击“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资产”、
领导层和设施。据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
是2020 年2 月以来美军在阿富汗首次伤
亡事件，也是 10 年来美军在阿富汗遭遇
的“最致命事件”。阿富汗塔利班 15 日进
入并控制喀布尔，美国及其盟国组织各自
公民从喀布尔机场撤离。拜登近日警告，
美军在喀布尔机场停留的每一天都面临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袭击威胁。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

26日在记者会上说，预计会有更多袭击喀
布尔机场的行动，包括向机场发射火箭弹
或试图进入机场引爆炸弹。

拜登26日在白宫被记者问及是否对
过去两周美国及其盟国混乱的撤离负有
责任，他回答：“从根本上说，我对最近发
生的所有事情负有责任。”他同时说，美国
撤离阿富汗行动将继续。 据新华社

27日，东京残奥会田径比赛在新国立竞技场
打响，2016年里约残奥会女子100米、200米T35级
冠军得主周霞以13.00秒的成绩成功卫冕，并创造
了新的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夺得田径首金。

2016年里约残奥会，周霞以刷新世界纪录的成
绩夺得女子100米T35级金牌，本次比赛，周霞比上
届的成绩提高了0.66秒，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经过不断的努力，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真
的特别高兴！”1999年出生的她在赛后激动地表
示，“能取得中国田径首金，特别兴奋，没有想到
能破世界纪录！”

“这五年训练也挺累的，但是只要自己刻苦，
挺过去就行了。”周霞说，“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继续努力，为国争光！”

里约残奥会亚军、澳大利亚选手伊西斯·霍
尔特以13秒13获得亚军，英国选手玛丽亚·莱尔
以14秒18摘得铜牌。

29日，周霞将参加女子200米T35级决赛。
据新华社

关注东京残奥会

东京残奥会举重项目27日迎来第二个比赛
日，中国队4名选手参加了当日全部4个级别的决
赛，经过激烈竞争豪夺三金一银。

在率先举行的男子59公斤级决赛中，1998年
出生的河北小将齐勇凯在第一举183公斤未能成
功的情况下，第二举成功举起185公斤。随后他第
三举成功举起187公斤，最终凭借体重优势击败
举起同样重量的三届残奥会金牌得主、埃及老将
谢里夫·奥斯曼，为中国队斩获本届残奥会第九
枚金牌。

在女子50公斤级决赛中，江苏姑娘胡丹丹发
挥出色，三举全部成功。她第三举举起120公斤
后，实力同样强劲的埃及选手蕾哈卜·艾哈迈德
第三举被迫尝试121公斤，但未能成功举起。凭借
体重优势，胡丹丹击败当日最佳成绩同样为120
公斤的艾哈迈德，收获她的第二枚残奥会金牌。

在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第四次征战残奥会
的名将刘磊第一举顺利举起198公斤，但第二举
和第三举都没能成功。不过，第一举的成绩已足
够让他将个人第四枚残奥会金牌收入囊中。

在当日的女子55公斤级角逐中，第五次征战
残奥会的老将肖翠娟获得一枚银牌。 据新华社

中国田径首金诞生
周霞破世界纪录成功卫冕

展现中国力量
举重队再揽三金一银

喀布尔国际机场外自杀式袭击致美军士兵至少13死18伤

驻阿美军遇10年来
“最致命事件”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认领”袭击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外26日发生两起爆炸。综合阿富汗卫生部门和美国军方消息，
袭击造成至少90名阿富汗平民丧生，至少13名美军士兵丧生。这是1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所遭
遇人员损失最为惨重的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称发动袭击。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0月26日）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26日发生
的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阿富汗平民
和美军士兵等在内的约100人死亡。国际
社会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联合国安理会 27 日发表声明，强烈
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声明说，安理会成员
最强烈地谴责所有恐怖主义和对平民的
蓄意袭击。有关各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
尊重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
务，包括与保护平民有关的义务。安理会
成员重申，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是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故意以平
民和协助疏散平民的人员为目标的袭击
尤其可恶，必须加以谴责。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6日发表声明
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强烈谴责在喀布尔
机场附近发生的恐怖袭击”。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
希德 26 日表示，塔利班强烈谴责在喀布
尔机场发生的针对平民的袭击。他还说，
塔利班会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并保护民众
安全，全力阻止邪恶势力。 据新华社

伤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新华社发

国际社会谴责
喀布尔机场袭击事件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26日说，美
方将打击制造喀布尔机场附近自杀式
爆炸袭击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
汗分支。后者自称“伊斯兰国呼罗珊
省”。按照一些国际媒体的说法，“呼罗
珊”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是死对头。

“呼罗珊”大有来头

2014年夏天，“伊斯兰国”武装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夺取大片土地并宣布

“建国”。几个月后，“伊斯兰国呼罗珊
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出现。

“呼罗珊”是历史地名，意为“太
阳升起的地方”，曾经覆盖今伊朗、阿
富汗和中亚部分地区。古时候有预
言，来自那里的一支军队将征服整个
中东。因此，“呼罗珊”一词对“伊斯兰
国”有着特殊意义。

2015年1月，“伊斯兰国”宣布将大
力拓展“呼罗珊省”。美国情报机构当时
分析，“呼罗珊”组织由来自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骨干成员组建，
招募持西方国家护照的极端人员，试
图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发动袭击。

据美联社报道，近年来，“呼罗
珊”组织招募不少对塔利班领导层不
满的塔利班人员。在后者看来，塔利
班领导层过于追求温和、和平的方
式，尤其是，塔利班正在取得军事胜
利的路上，却要跟美国进行和平谈
判。这令他们沮丧不已，继而加入极
端组织，壮大“呼罗珊”组织。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援引联合国
今年6月一份报告报道，“呼罗珊”组
织目前在阿富汗估计有1500人到
2000人，现任头目是谢哈布·穆哈吉
尔，组织结构分散。

联合国专家认为，“呼罗珊”组织
在喀布尔等多地扩大存在，组建许多
潜伏小组，袭击对象包括政府雇员、
政府军和安全部队成员等。

美联社说，“呼罗珊”组织还从乌

兹别克斯坦、伊朗等国吸引极端人员
加入。

“伊斯兰国”急于增加存在感

在路透社等媒体看来，阿富汗塔
利班与“呼罗珊”组织是宿敌。

阿富汗塔利班把活动范围限制
在阿富汗境内，而“呼罗珊”组织在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活动，主张“全球圣
战”，信奉“伊斯兰国”暴力、极端的意
识形态，包括寻求建立一个统一整个
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国。塔利班从来
不主张这些目标。

“呼罗珊”组织视阿富汗塔利班
为“变节者”，但在军事上打不过塔利
班。后者曾对“呼罗珊”武装发动多次
大规模进攻。

在美国战争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
员珍妮弗·卡法雷拉看来，塔利班夺取
全国政权，让“伊斯兰国”及其分支倍
感压力，急于增加存在感。 据新华社

8月27日，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使
馆网站再次提醒在阿富汗中国公民加强
安全防护，全文如下：

8月26日，喀布尔机场外发生恐袭爆
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此事再次凸显阿
安全形势的极大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请在
阿中国公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摈弃麻痹
侥幸心理，加强安全防范，做到非特殊紧
急不外出，不去机场等高风险地区。请尚
未向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含在联合国、
非政府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港澳台
同胞）务必尽快报备。 据人民日报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最新提醒

非特殊紧急不外出

恐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