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调结果
支持东京奥运会按期举行的

日本民众日渐增多

从现状看，东京奥运会因疫情取消或
再次延期的可能性持续减小，日本政府和
东京奥组委正积极推进按期举行。

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
21日在五方会议中告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残奥委会，决定允许日本本土观众现场观
赛，获得后两者支持。日本已经禁止海外
观众赴日观赛，今后将依据防疫政策，允许
每场比赛最多1万名本土观众观赛，且人数
不得超过场地容量的50%。

路透社说，这一决定终结了对能否现
场观赛的猜测，凸显了日本政府挽救奥运
会的决心。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表示，国际奥委会完全支持这一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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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一天，日方首次向媒体开放参观
奥运村。奥运村定于7月13日正式向运动
员开放。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她认
为这座奥运村比自己先前作为运动员或官
员曾经入住的11座奥运村都要好，运动员
们将感到“极为舒适”。

日本国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东
京奥运会按期举行的日本民众日渐增多。
根据《朝日新闻》21日发布的民调结果，
34%的人支持奥运会如期举行，而5月时调
查显示支持率仅为14%；认为应该停办或
再次延期的人分别为32%和30%，比5月时
分别减少11个和10个百分点。

日本首相菅义伟21日说，如果疫情再
次恶化、再一次进入紧急状态，奥运会可能
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这也是当天日
方与国际奥运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在五方会
议上同意考虑的措施。

防控疫情
运动员抵达日本前后
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日方决定采取多种措施，防止新冠疫
情因奥运会举办而再度恶化。奥组委要求
观众直接往返住所和比赛场地，尽量降低
感染和传播病毒风险，且在比赛场地观赛
期间须一直戴口罩，不得大声说话或呼喊。

参赛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抵达日本前后
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入住奥运村后每天
也须接受检测。如确认感染，无症状感染
者和症状轻微感染者须在奥运村外定点酒
店接受隔离，病情严重者须住院接受治疗。

按照要求，除进餐外，运动员在奥运村
须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奥运村内，设
有发热门诊和隔离室，餐厅座位减少三分
之一以保持安全距离，餐桌设有隔板，不采
取自助餐形式，统一由服务人员上餐。

日方对部分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奥运
代表团采取尤其严格防疫限制措施。印度
代表团抗议受到“不公平和歧视性”对待。
日方要求印度代表团成员赴日前7天须每
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不能早于奥运会开
幕前5天入住奥运村，且入住后的前3天内
不得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代表团成员接触。

法新社援引奥组委声明报道，“来自印
度这样受变异病毒严重影响”国家和地区
的人员，“有必要遵守更严格规定”。

19日，一个9人乌干达奥运团队抵达东
京时1人被检测出新冠阳性，此前他们都接
种过两剂疫苗。这是首次有外国代表团成
员入境时检测出阳性。日本政府和地方政
府对于其他8人是否属于密切接触者的判
断也产生了分歧。他们没有立即被要求隔
离，而是当天前往了大阪的一处训练场
地。22日当地判定这8人属于密切接触者
并要求他们在当地酒店隔离到7月3日。从
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东京奥运会的疫情
防控任务依旧非常艰巨。

仍有担忧
医学界人士和民众仍忧虑
举办奥运会将触发疫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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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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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相 关 链 接
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禁赛4年3个月

游泳名将孙杨
无缘东京奥运会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22日宣布，将中国

游泳名将孙杨的8年禁赛裁决减为4年3个
月。禁赛期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计算。
这意味着孙杨将无缘今年东京奥运会和明
年在家乡举办的杭州亚运会。

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当天发布的新
闻公报显示，三人仲裁小组认定，孙杨在
2018年9月4日至5日在其住所接受血液
和尿样样本采集时，未能遵守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的规定。仲裁小组认为，孙杨
拒绝让采样人员带走血样的行为是“鲁
莽的”，并因此导致此次赛外反兴奋剂检
测“流产”。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曾于2020年2月28
日裁决孙杨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
规定，将被禁赛8年。孙杨对此结果不满，
并上诉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

2020年12月22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
做出裁决，支持孙杨举证有效、诉请合理，
时任仲裁小组主席的弗拉蒂尼存在种族
歧视偏见，针对孙杨禁赛8年的处罚也被
撤销。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孙杨和国际泳联
的第二次听证会于今年5月24日至28日进
行，并组成了新的三人仲裁小组。因为疫
情管控和旅行限制，听证会采取视频会议
的方式进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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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
不会“先发制人”加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
威尔22日表示，当前美国经济面
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较早前预计的
更高，但导致通胀上升的因素是
暂时性的，美联储不会“先发制
人”加息。

鲍威尔当天出席国会听证会
时表示，近来美国通胀指标明显
上升，原因包括新冠疫情初期的
低基数效应、油价上涨、消费支出
随着经济重启而反弹及供应瓶颈
等。随着这些“暂时性”因素消
减，通胀率有望回落至美联储设
定的2%长期目标。

鲍威尔说，美国经济出现恶
性通胀的概率“非常低”，美联储
不会因为担心可能出现高通胀就

“先发制人”加息。但他强调，本
轮通胀可能比预期更持久。如果
通胀压力持续增加，美联储将在
必要时动用政策工具，引导通胀
回落至目标水平。

他还表示，疫苗接种速度下
降和新型变异毒株传播将成为未
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经季
节性调整后，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
指数同比增长5%，创2008年8月
以来最大同比增幅。

美联储本月16日宣布维持联
邦 基 金 利 率 目 标 区 间 在 零 至
0.25%之间，并维持每月不低于
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规模。美
联储同时大幅上调今年通胀预期
至3.4%。 据新华社6月20日，工作人员在东京奥运会奥

运村内张贴防疫标志。 新华社发

并不意外
问：周三沪指高开，盘中冲高

震荡，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再次集体收涨，各股

指连阳的天数达到5天，创业板指
表现最好收涨1.13%，盘面上科
技、煤炭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买
入82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53只，跌停3只。技术上看，沪指
收复10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
10733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
示，深成指收复60小时均线，各股
指60分钟MACD指标白线全面回到
零轴之上，标志着市场全面转强；
从形态来看，在上周的调整中，最
强的创业板指刚跌至0.382的黄金
分割位附近，因此周三能刷新近
期的反弹新高并不意外。同样，
沪深股指因相对调整幅度较大，
没有随创业板指新高也不意外。
由于市场技术信号已经转强，在
成交温和放大的背景下，短期市
场仍将保持强势。期指市场，各
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
减。综合来看，距离半年节点仅
剩5个交易日，市场当弱恒强，后
市理应看高一线。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
前持有泽达易盛（688555）8万股，
华创阳安（600155）40万股，浙江
龙盛（600352）16万股，浪潮信息
（000977）12 万 股 ，康 芝 药 业
（300086）45 万 股 ，海 峡 创 新
（300300） 50 万 股 ，会 稽 山
（601579）30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1330913.42 元 ， 总 净 值
22969813.42元，盈利11384.91%。

周四操作计划：海峡创新拟不
低于6.3元高抛，康芝药业、会稽
山、华创阳安、浙江龙盛、浪潮信
息、泽达易盛拟持股待涨。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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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
日本准备好了吗？

6月22日，东京奥运会的观众政策出台
后的第二天，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有
些兴奋地说：“奥运会推迟后框架内的最后
一件大事终于完成了，现在奥运会的准备
工作已经就绪。”

东京奥运会自去年3月因疫情被推迟，
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东京
数次因为疫情加重进入紧急状态、菅义伟
接替安倍晋三担任首相、前奥组委主席森
喜朗因发表歧视女性言论下台，还有数不
尽的传言……一时间全世界关注的不是东
京奥运会如何举办，而是它能否办得成。

就在本月初，桥本圣子还无法正面回
答“东京奥运会能否百分之百举办”的问
题，这位参加过四届冬奥会和三届夏奥会
的日本传奇运动员，把肯定的答复，留在了
倒计时一个月的前一天。

过去的一年三个月是艰难的，这是历
史上第一届被推迟的奥运会。距东京奥林
匹克运动会7月23日开幕只剩一个月。新
冠疫情阴影笼罩下，已经延期一年的奥运
会和残奥会能否顺利举行？

东京奥运会自去年3月
因疫情被推迟，一年多的时间
里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东京数
次因为疫情加重进入紧急状
态、菅义伟接替安倍晋三担任
首相、前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因
发表歧视女性言论下台，还有
数不尽的传言……一时间全
世界关注的不是东京奥运会如
何举办，而是它能否办得成。

6月9日，一名男子跑步经过日本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