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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关注俄乌局势

由于美国持续高通胀、美联储加大
力度收紧货币政策等利空因素影响，美
国多家研究机构日前下调美国经济增长
预期，并警告未来一两年内美国经济可
能出现衰退。

摩根大通18日发布报告，把今年下
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3%下调至
2.4%，明年上半年增长预期从2.1%下调
至1.5%，明年下半年增长预期从1.4%下
调至1%。

高盛集团16日发布报告，把今年美国

经济增长预期从2.6%下调至2.4%，明年
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6%。高盛集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维·所罗门表示，一
两年内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为30%。

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18日把今年
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5%，
把明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0.4%下调
至负0.5%。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查理·
沙夫表示，美国经济正在进入下行周期，
将难以避免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首席经济学家贝

丝·安·博维诺表示，随着美联储累积加
息令房贷和日常支出承压，美国经济出
现衰退的风险将增加，预计明年出现衰
退的风险为35%。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
赞迪警告，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处
于高位并在上升，汽油和大宗商品价格
大幅上涨增加经济下行压力，今后24个
月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约为50%。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负责
人迈克尔·斯特雷恩18日撰文说，美联储

去年在应对通胀方面严重落后于形势，明
年美国经济是否会衰退处于不确定中。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美国经济下降1.4%，为2020年第二季度
以来首次出现萎缩。

为遏制40年来最严重通胀，美联储
本月初宣布加息50个基点，创下2000
年以来单次加息最大幅度，并计划从6
月1日起缩减规模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
负债表。
（新华社纽约5月19日电 记者刘亚南）

在欧盟国家为各种社会问题焦头烂额之际，
美英等国却多重设限，阻碍或减缓乌克兰人进入
本国。

美国曾承诺接收10万名乌克兰人。但据报
道，3月仅有不足百人通过“审核”准备入境美国，
大量乌克兰人滞留墨西哥。而获准入境的乌克
兰人也将较难获得公民身份和工作许可，他们的
医疗和教育等也难有保障。

英国此前表示，对乌克兰人持欢迎态度，但
冗杂苛刻的签证要求，为其入境设置了高门
槛。截至目前，英国接纳的乌克兰人的数量远
低于欧盟国家，饱受欧盟诟病。显然，“脱欧”的
英国早已不受欧盟政策束缚，可将压力轻松甩
给欧洲大陆。

半岛电视台高级政治分析师马尔万·比沙拉
撰文说，几十年来，美国一再要求各国在危机时
付出代价，而美英等国却奉行双标、不守承诺，日
益丧失其他国家的信任。越来越多国家认为，应
为和平打开大门。

（新华社索非亚5月20日电 记者林浩）

倒屣相迎终有期
——欧洲饱尝难民危机苦果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全方位、无差别的制裁在能源、粮食、社会等领域产
生严重外溢效应，对欧洲经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给欧洲民众生活带来的沉重负担。而美国作为冲突和制裁的始作俑
者却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酿成“欧洲之殇、世界之殇”。

俄乌冲突爆发两个多月，550万乌克兰人涌入邻国，其中绝大部分进入欧盟国家。波兰接收约300万人，罗
马尼亚接纳逾80万人入境。浩荡而急速的人口流动，不断挤占欧洲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

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频频为冲突“煽风点火”，在接纳难民问题上一如既往
地“口惠而实不至”。

俄乌冲突发生后的最初几周，欧洲
民众慷慨解囊，踊跃加入志愿者队伍，
社会一度沉浸在援助乌克兰人的热情
之中。

波兰华沙国际会展中心，是中欧最大
的展览中心。如今，六个展馆中的三个已
改建为人道主义援助中心，累计接待超过
6.5万名乌克兰人，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每天在此忙碌。

最近两周，援助中心倍感力不从心。
“人员不足、物价高涨、经费不够，如果欧
盟再不给我们援助的话，我们将很难继续
下去。”援助中心外联部门负责人帕斯捷
尔纳克告诉新华社记者。

在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靠近
乌克兰的中东欧国家，安置工作主要由
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来承担。随着时间
推移，志愿者耐心消耗，非政府组织资源
告急，整个社会陷入疲惫状态。

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安置模
式变得不可持续，欧盟各国政府却拿不
出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欧洲移民政策研
究所（MPI）智囊团主任汉内·贝伦斯表
示，整个社会对长期停留的乌克兰人将
逐渐呈现更加消极的看法，很难保证民
众接收乌克兰人的努力会持续下去。

据欧盟智库布吕格尔研究所测算，
2022 年欧盟妥善安置乌克兰人将花费
至少430亿欧元。而欧盟全年计划总支
出仅为1710亿欧元，巨大的安置成本对
于任何试图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欧
盟国家来说都是棘手难题。

严重的通胀已令收入缩水，新增
的安置开支更是激起民怨。

前不久，比利时承诺向乌克
兰和乌克兰民众提供8亿欧元
援助，招致一片嘲讽。比利时
居民汉斯说，数以亿计的资金
用来援助乌克兰人，自身的基
本福利体系却难以维持。

财政捉襟见肘 民众怨声载道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火车北站内，
25 岁的乌克兰姑娘奥列娜忙着为同胞当翻
译。奥列娜不久前刚和她的妈妈、外婆离开
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来到罗马尼亚，并成
为一名志愿者。在北站志愿服务的经历，让
奥列娜感受到异国生活的不易。

侨居欧洲的乌克兰妇女和儿童，需求已从
住房和食物扩展至教育、医疗、就业等各层面，
对当地社会保障与协调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罗马尼亚红十字会会长莱夫特告诉新
华社记者，这些人找工作最大的障碍是语
言。“他们大多数人不会说英语，而我们也
不懂乌克兰语。”

中东欧国家人均医疗、教育资源本就存在较
大不足，随着乌克兰人的涌入，社会资源短缺现
象愈加严峻。

华沙大学移民研究中心研究员普斯佐尔科夫
斯卡说，波兰等国的教育和医疗系统普遍承受巨大
压力，在现有条件下，尚未找到有效解决方案。

波兰克拉科夫市政厅发言人莫妮卡·希拉
斯泽克表示，若不能满足教育、医疗等需求，乌
克兰人在欧洲的生活就无法正常化，从而影响
社会安定。保加利亚战略管理研究所首席执行
官纳科·斯特凡诺夫则担忧，长此以往，恐为滋
生民粹主义埋下隐患。

难民融入不易 社会极限承压

欧盟焦头烂额 美英隔岸观火

新华社日内瓦5月19日电（记
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19日宣布，由
中国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研制的重组
新冠疫苗克威莎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
急使用认证。这是继国药和科兴疫苗
后，第三款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
证的中国新冠疫苗。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按
照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程序，已对
康希诺新冠疫苗的质量、安全性、疗
效、风险管理规划、方案适用性和现场
生产情况完成评估。“由世卫组织召集
并由世界各地监管专家组成的紧急使

用清单技术咨询小组确定，该疫苗符
合世卫组织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护标
准，并且该疫苗的益处远大于风险。”

世卫组织说，该疫苗对预防新冠
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为64%，对预防
新冠重症的有效率为92%。

康希诺疫苗早前已接受世卫组织
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的审核，该专家
组建议在所有18岁及以上年龄组中
使用单剂量0.5毫升的康希诺疫苗。

截至目前，共有11款新冠疫苗已
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其中美国
有4款，中国和印度各3款，英国1款。

中国康希诺新冠疫苗
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据路透社20日报道，荷兰阿斯麦
公司（ASML）正在制造新款极紫外线
（EUV）光刻机，每台售价约4亿美元。

路透社援引阿斯麦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话报道，新一代高数值孔径
EUV光刻机的原型机将在2023年上
半年制造完成。

这些高管说，顶级芯片供应商准
备最早2025年开始使用上述产品的
量产机。

报道援引美国超大枧模集成技
术研究所专家丹·哈奇森的话说，高
数值孔径EUV光刻机可为一些芯片
企业提供巨大优势，“有点像谁得到

最好的枪”。
阿斯麦公司在EUV光刻机方面

占据垄断地位。据哈奇森介绍，中国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
积电）本世纪头十年使用阿斯麦公司
的EUV光刻机，甩开竞争对手。美国
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格尔辛
格为此发誓，在高数值孔径EUV光刻
机方面不会再犯同样错误。

EUV光刻机是缩小芯片制程的
关键技术。鉴于同等空间内晶体管数
量越多，芯片性能就越强，因此芯片制
程越小越好。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荷兰阿斯麦公司制造新一代光刻机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罗伯
特·卡利夫19日说，美国最大奶粉供
应商雅培公司一家停产的工厂有望两
周内恢复生产，但美国婴幼儿配方奶
粉短缺问题仍需数周才有望缓解。

美国国内婴幼儿配方奶粉短缺情
况已经持续数月，起初归因于供应链
不畅和工人短缺。今年2月，雅培公
司因产品安全问题召回数款配方奶
粉，并关闭其密歇根州工厂，令“奶粉
荒”雪上加霜。

美国市场配方奶粉供应渠道高度

集中，九成来自雅培和另外3家企业。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奶粉

荒”演变为政治话题，共和党方面指责
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领导的政
府应对迟缓。

压力之下，拜登和民主党人多措
并举，包括动用《国防生产法》加快配
方奶粉生产、紧急进口奶粉、推动紧急
拨款立法等，以应对“奶粉荒”。白宫
19日宣布，正着手从瑞士进口150万
罐雀巢公司奶粉。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奶粉荒”仍需数周才能缓解

5月19日，“星际客机”搭乘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宇宙神5”型运载火箭
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美国波音公司的载人飞船“星际客机”19日发射升空，进行不载人试飞，踏
上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旅途。 新华社/美联

波音“星际客机”飞船进行不载人试飞

知名古董车拍卖行RM苏富比拍
卖行19日说，一辆1955年款跑车本月
初拍出1.35亿欧元（约合9.55亿元人
民币），成为迄今全球售出最贵汽车。

拍卖行在声明中说，在德国斯图
加特市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本月5
日举办的拍卖会上，一辆1955年款梅
赛德斯-奔驰300 SLR乌伦豪特双门
跑车由一名私人收藏家拍得。拍卖所
得将用于成立一个基金，资助环境科
学和碳减排研究。

据法新社报道，这辆跑车刷新了
一辆1962年款法拉利250 GTO跑
车2018年创下的4800万美元（约合
3.20亿元人民币）拍价纪录。

梅赛德斯-奔驰公司跑车部门当
年仅生产两辆这款跑车的原型车，这
辆是其中之一。这款跑车以公司首席
设计师兼跑车设计者鲁道夫·乌伦豪
特命名，最高时速接近290公里，是当
时公路上最快的汽车。乌伦豪特曾把
其中一辆作为己用。

拍卖行没有说明拍出的跑车是否
曾为乌伦豪特所有。声明说，拍得跑
车的收藏家同意今后“在特殊场合继
续向公众展示”这辆跑车。另一辆原
型车则仍为梅赛德斯-奔驰公司所
有，“继续在斯图加特市梅赛德斯-奔
驰博物馆展出”。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1.35亿欧元！1955年款奔驰跑车拍出天价

法国司法部消息人士19日说，英
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父亲斯坦利·
约翰逊申请入籍获得批准，正式成为
法国公民。

斯坦利现年81岁，曾是英国保守
党成员和欧洲议会议员，在欧洲联盟
委员会工作过，最初反对英国退出欧
盟，但受积极推动英国“脱欧”的儿子
影响，后来转变立场。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退出
欧盟。2021年11月，斯坦利向法国
驻伦敦领事机构递交入籍申请。

英国和法国均承认双重国籍。根
据法国法律，一般情况下，本国公民家

庭居住海外时间超过50年且未行使
公民权利，该公民子女不能获得法国
国籍；不过，如果申请人能证明与法国
有“文化、专业、经济或家庭性质的具
体联系”，仍有望获批入籍。

斯坦利的母亲是法国人，他本
人也能说一口流利法语。在 2020
年 12 月接受卢森堡广播电台的一
次采访中，斯坦利表示自己打算获
得法国国籍。

他用法语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
话，我本来就是法国人！我的母亲在
法国出生，她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法
国人。” 蒋国鹏（新华社微特稿）

入籍申请获批 英国首相父亲成法国公民

多家机构警告

美国经济前景将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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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上：在波兰华沙国际
会展中心拍摄的为乌克兰人
搭建的简易床铺。

组图下：在罗马尼亚北部
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
关口，一名乌克兰女子在跟她
的孩子讲话。

新华社发

图为一名小贩在图为一名小贩在
美国纽约街头售卖棉美国纽约街头售卖棉
花糖花糖。。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今年第今年第
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生产总值（（GDPGDP））按年按年
率计算下降率计算下降11..44%%，，为为
2020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年第二季度以来
首现萎缩首现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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