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气象局
１０日发布年度气候报告说， ２０１７
年是澳１９１０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三
热年份， 其中东部昆士兰州和新
南威尔士州气温打破了此前的平
均气温纪录。

气候报告显示， ２０１７年澳全
年平均气温为２２．７６摄氏度 ， 仅
低于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０５年。

澳气象局气候监测部门负责
人卡尔·布拉干萨说， 尽管２０１７
年未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但澳大
利亚白天和夜间的温度均高于平
均水平。 他还指出， 澳大利亚十
大最热的年份中有７个都出现在
２００５年之后。

除地面温度外 ，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７年的海面温度也高于平均水
平， 尤其是东海岸和塔斯马尼亚
州附近的海域。 由于海面温度持
续偏高， 大堡礁珊瑚罕见地连续
两年出现大规模白化现象。

2017年是澳大利亚
百年来第三热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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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第三舰队航母“卡
尔·文森”号从圣迭戈海军基地起
航，开赴西太平洋执行任务。随着
朝鲜半岛局势升温， 美国海军推
出“第三舰队前移”战略，在过去
一年中将原本主要在东太平洋活
动的３艘航母先后派往西太平洋。

再赴西太
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消息 ，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４日至
５日携６０００名官兵正式开拔，打击
群长官约翰·富勒在一份声明中
说：“我对本航母打击群承担越来
越多的任务表示期待， 我们为执
行任务已经进行了足够的训练。 ”

此次和 “卡尔·文森 ”号一同
前往西太平洋的美军舰船还包括
“张伯伦湖”号导弹巡洋舰、“迈克
尔·墨菲” 号导弹驱逐舰、“韦恩·
梅耶” 号导弹驱逐舰以及超过７０
架飞机。 美方没有公布“卡尔·文

森” 号航母打击群执行任务的内
容以及时间表。

美国海军于２０１５年首次提出
“第三舰队前移” 战略，２０１６年派
遣３艘驱逐舰赴西太平洋执行任
务。 ２０１７年１月，“卡尔·文森”号航
母打击群赴西太平洋， 实现在这
一战略下航母打击群首次跨战区
执行任务。 当时，“卡尔·文森”号
航母游弋范围南至新加坡， 北至
朝鲜半岛以东水域， 多次穿行中
国东海、 南海等水域。 “卡尔·文
森” 号去年６月１日同日本海上自
卫队进行联合演习后，于６月下旬
返回圣迭戈军事基地。

“前移”战略
在“第三舰队前移”战略下，

去年美国航母在西太平洋比较活
跃。 “尼米兹”号航母在前往中东
执行任务途中两次经过西太平洋
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演

习；“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去年
１０月从圣迭戈起航前往中东途中
经过西太平洋。

去年６月，“卡尔·文森” 号航
母和驻扎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第七
舰队航母“罗纳德·里根”号进行
联合演习；去年１１月，“尼米兹”号
和“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以及
“罗纳德·里根” 号航母在日本海
进行了罕见的 “三航母” 联合演
习， 被外界看做是华盛顿对平壤
的秀肌肉之举。

通过频繁向西太平洋派遣第
三舰队航母， 美国海军事实上已
经在西太平洋维持了“双舰队”的
存在。对于“第三舰队前移”战略，
美海军高层官员毫不讳言这一举
措是针对朝鲜。

美第三舰队司令诺拉·泰森
中将去年早些时候在一次研讨会
上表示， 第三舰队正式实施 “前
移” 战略之前同第七舰队进行长

时间磨合，以保证能够良好配合。

“黄蜂”出击
除将第三舰队赴西太平洋常

态化以外， 美军新近还将 “准航
母”两栖攻击舰“黄蜂”号划拨第
七舰队， 进一步加强海军在东亚
的军事实力。

“黄蜂”号是目前美国主力的
“黄蜂”级两栖攻击舰首舰，其威
力不可小视，在新一代“美利坚 ”
级两栖攻击舰服役前，“黄蜂”是
世界上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
“黄蜂”号两栖攻击舰的甲板可供
直升机以及可垂直起降的Ｆ－３５Ｂ
战斗机使用。

“‘黄蜂’ 号加入第七舰队，
意味着我们最先进的海空战斗平
台在一线服役。” “黄蜂” 号舰
长安德鲁·史密斯上校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

据新华社

美实施“第三舰队前移”战略
“卡尔·文森”号再赴西太平洋

新华社电 对于印度这样的
传统现金社会来说， 移动支付逐
渐普及让人感到兴奋。 曾经留学
中国， 熟知支付宝和微信的小伙
子乔普拉日前在首都新德里的一
家咖啡馆里兴奋地对记者说 ：
“我完全没有想到回国就能用上
印度版支付宝 （ＰＡＹｔｍ）， 太让
人兴奋了！”

这位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年的
印度青年对现在的消费 便 捷 状
态 很 满 意 ， 手 机 支 付 让 他 感
觉 在 德 里 生 活 与 在 上 海 没 太
大区别。

数年前， 印度政府提出 “数
字印度” 概念， 并呼吁民众在日
常交易中使用无现金支付方式 。
随 后 出 台 的 废 钞 令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加 速 了 无 现 金 支 付 进 程
的 步伐 。 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地
提出２０１７年度完成２５０亿次无现
金交易的目标， 目前支付方式已
多达十几种。

新华社电 据当地媒体报道，
此前在美国被捕的中国公民周立
波持枪涉毒案９日在纽约州拿骚
县地区法院开庭审理， 周立波在
庭上拒绝对所控罪名认罪。

据了解， 周立波被控非法持
有武器、 非法持有管制药物甲基
苯丙胺 （冰毒）、 驾驶时打电话
等５项罪名。

周立波律师斯蒂芬·斯卡林
说， 周立波当天上庭没有认罪，
并对自己不会被定罪很有信心。
律师表示， 周立波当时确实在开
车， 但不清楚武器和毒品是怎么
到车里去的。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本案下
次开庭日期为２月１日。检方指出，
若５项罪名中的最重控罪———二
级持有武器罪罪名成立， 周立波
将面临３年半到１５年的刑期。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凌晨 ， 周立
波在美国小镇拉廷敦因其驾驶的
奔驰车 “车行不正常 ” 和司机
“开车打手机” 被警察拦下。 警
方在随后的搜查中发现一只黑色
手枪枪套 ， 一把装有子弹的手
枪， 还有两个装有毒品的透明塑
料袋。 周立波被当场逮捕， 并于
第二天被保释。

移动支付
在印度逐渐普及

周立波案纽约开审
拒认持枪涉毒

攻击门槛较高
打补丁影响性能
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赖

恩·克尔扎尼奇８日在拉斯维加斯
消费电子展开场主旨演讲中对芯
片漏洞回应说， 英特尔及业界其
他厂商迄今均未获知任何基于这
些潜在风险的恶意软件。 普通用
户确保自己数据安全的 “最好方
法” 就是在系统提供更新补丁时
及时安装。 到本周末， 英特尔发
布的更新补丁预计将覆盖过去５
年内推出的 ９０％以上处理器产
品， 其余产品的补丁将于１月底
前发布。

对芯片漏洞的危害性， 英特
尔法律政策部副总裁王洪彬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在
极端情况下测试出来的。 在极端
情况下， 这些潜在的攻击被用于
恶意目的时， 有可能不当地收集
敏感数据， 但不会损坏、 修改或
删除数据。”

王洪彬说， 恶意软件要利用
相关漏洞来危害系统安全 “必须
在本地系统中运行”， 也就是说，
相关漏洞 “攻击门槛很高、 很难
被利用”。

不过， 网络安全专家警告 ，
使用云计算服务的企业可能尤其
容易受到袭击。 如果攻击者付费
后得以进入这种服务的某个领
域， 他们有可能获得其他客户的
信息， 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此类
袭击。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
中说， 目前未发现 “利用” 这些
漏洞的行为。 声明还指出， 打安
全补丁是解决漏洞最好的保护办
法， 但打补丁后电脑性能可能下
降多达３０％， 并且芯片漏洞是由
中央处理器 （ＣＰＵ） 架构而非软
件引起， 所以打补丁并不能彻底
解决芯片漏洞。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
个安全研究也小组认为， 彻底消
除这些致命缺陷的唯一办法是更
换硬件， 更新操作系统只能 “缓
解” 一些问题。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等媒体日
前也披露， 英特尔漏洞的修补过
程可能导致全球个人电脑单机和

联网性能下降。 对此， 英特尔公
司９日发表声明承认， 给芯片安
全漏洞打补丁让使用其第八代
“酷睿” 处理器的电脑性能降低
约６％。

微软公司当天也发布了最新
性能影响评估结果 ， 认为 “幽
灵” 变种１和 “崩溃” 两个漏洞
的补丁几乎不影响性能 ， 但给
“幽灵” 变种２打补丁确实影响性
能， 但这些影响都是毫秒级， 多
数用户无法觉察。

不过， 对使用２０１５年或之前
的Ｈａｓｗｅｌｌ等老处理器架构的 “视
窗８” 或 “视窗７” 电脑， 一些基
准测试显示出 “更明显的减速”，
且微软认为 “一些用户将会注意
到系统性能的降低”。

隐患不止英特尔
业界补救紧锣密鼓

事实上， 这一安全问题并非
近期才发生， 涉及芯片也远不止
英特尔。 谷歌公司旗下 “零点项
目” 安全研究者团队最早于２０１７
年发现了问题所在。

“零点项目” 是２０１４年７月由
谷歌启动的互联网安全项目， 成
员主要由谷歌内部顶尖安全工程
师组成， 专门负责找出网络系统

安全漏洞。 ２０１７年， 该团队发现
了３种由中央处理器底层架构采
用 “推测性执行” 方法引发的攻
击方式， 将其中两种命名为 “崩
溃”， 另一种命名为 “幽灵”。

“零点项目” 说， 这些芯片
级漏洞可以让非特权用户访问到
系统内存， 从而读取敏感信息 。
当这些漏洞被用于恶意目的时，
可能会有从计算设备中收集敏感
数据的潜在风险。

２０１７年 ６月 ， “零点项目 ”
向 英 特 尔 、 美 国 超 威 半 导 体
（ＡＭＤ）、 英国阿姆控股 （ＡＲＭ）
等芯片厂商通报了这些漏洞的情
况。 英特尔和超威芯片广泛应用
于个人电脑和服务器上， 而阿姆
是安卓系统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芯片的主要设计者。

２０１７年下半年， 又有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 马里兰大学、 奥
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等机构的其他几位
研究者独立发现了上述攻击方
法。 对于他们的发现， 这些研究
者同意在 “零点项目” 和产业界
协商的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日披露时间点
前予以保密。

１月３日， 美国科技媒体 《纪
事》 抢先披露了这一芯片安全问

题。 随后， “零点项目” 紧急公
布了研究结果， 英特尔发布了产
品说明、 受影响处理器清单等信
息。 超威半导体也已通过官方声
明承认部分处理器存在安全漏
洞。 阿姆控股也表示， 许多采用
该公司Ｃｏｒｔｅｘ架构的处理器存在
安全漏洞。

据介绍， 这一架构技术被广
泛用于采用安卓和 ｉＯＳ操作系统
的设备、 部分英伟达图睿和高通
骁龙芯片以及索尼ＰＳＶ游戏机等
产品上。 高通表示正在修复安全
漏洞， 但未指明受影响芯片。

目前， 谷歌、 亚马逊、 微软
等科技巨头纷纷采取应对行动。
谷歌表示， 该公司许多产品受漏
洞威胁的可能性已降低。

对于这一广泛波及全球行业
和用户的安全事件， 中国国家信
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４日发出安
全预警， 提示公众操作系统厂商
已发布补丁更新， 建议用户及时
下载补丁进行更新， 并建议广大
用户密切跟踪该安全隐患的最新
情况， 对芯片厂商、 操作系统厂
商和安全厂商等发布的补丁及时
跟踪测试， 在做好全面审慎的评
估工作基础上， 制定修复工作计
划， 及时安装。 据新华社

英特尔芯片漏洞
影响几何

近期曝出的英特尔芯片存安全漏
洞事件因波及范围广而备受关注。 那
么， 此次事件除了影响英特尔公司业
绩外， 还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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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 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赖恩·克尔扎尼奇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媒体日上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