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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失声明
海南金凯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梁冬（于2022年6月3日）遗失
居民身份证，证号：220324198210
313326，特此声明。
●澄迈日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证号：琼交运管澄迈字469023061
867，车牌号：琼CF05935，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资讯
广场

观 天下

联合国强烈谴责马里发生的
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事件新华社莫斯科6月3日电（记者刘

恺 李东旭 耿鹏宇）6月3日，战略要地
北顿涅茨克炮声不断，俄罗斯和乌克兰
两军的激烈战斗转向城市西部的工业
区。俄罗斯2月24日在乌克兰开始的
特别军事行动已达百日。

100天来，俄乌冲突导致双方军队
大量人员伤亡，也让普通民众流离失
所、深受创伤。俄乌之间的攻防战频繁
上演，空袭和炮击被许多当地居民视为

“寻常”。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战争快点

结束，不再增加伤亡……我想念妻子和
孩子，她们现在仍在国外。”留守在乌克
兰首都基辅的市民亚历山大谈起持续
百日的俄乌冲突时黯然神伤。

俄方多次强调特别军事行动将实现
所有“既定目标”，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喊话将“战斗到底”。目前，战事焦点是卢
甘斯克地区的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
双方在北顿涅茨克的争夺已经白热化。
与此同时，俄乌和谈进程屡屡受挫，短期
内似乎看不到冲突缓和迹象。

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冲突爆发以

来，已有约700万人离开乌克兰。另据
俄方数据，从乌克兰和顿巴斯地区疏散
至俄境内的平民人数已达160万，其中
约有26万名儿童。

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对俄极限施压，
在外交、经济、金融、能源和文化等多领域
对俄实施多轮严厉制裁。俄社会经济发
展遭遇物价上涨、出口下降、汇率动荡、主
权债务面临违约等诸多困难。在打压俄
的同时，西方不断加大对乌军援。俄外长
拉夫罗夫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利用乌克
兰对俄罗斯发起“代理人战争”，把乌克兰

作为“消耗品”，企图拖垮俄罗斯。
俄乌冲突同时也产生巨大外溢效

应。地区安全架构失灵、军事对抗风险
上升、全球供应链受阻、金融秩序遭受
重创等“冲击波”殃及许多国家和地
区。当前日益激化的能源危机和粮食
危机，更是让欧洲、非洲、中东等多地民
生遭受严重影响。

俄乌冲突不可能没有尽头。正如
俄罗斯独立政治学家格沃尔吉扬所言，
俄乌冲突最终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并
形成新的力量平衡和安全秩序。

百日冲突让俄乌受创世界震荡

驳斥西方国家关于俄罗斯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指责

普京:俄不会阻止乌粮食外运

美国劳工部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5月美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在
3.6%，市场担忧美联储货币政策或因就业
市场数据而趋于强硬以及美国经济前景
可能恶化，纽约股市三大股指3日均显著
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较 前 一 交 易 日 下 跌 348.58 点 ，收 于
32899.70 点，跌幅为 1.05%；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下跌 68.28 点，收于
4108.54点，跌幅为1.63%；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下跌304.16点，收于12012.73点，跌
幅为2.47%。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失
业率为3.6%，高于市场预期的3.5%；劳动
参与率为 62.3%，略高于前一个月的
62.2%；平均时薪环比涨幅为0.3%，低于
市场预期的0.4%。

此前有市场人士认为，下一阶段美联
储可能在加息50个基点后，根据物价和
就业形势决定是否进一步加息。但当前
宏观经济表现及一些美联储官员的表态，
或令美联储考虑持续加息，这对股市无疑
构成利空。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美国经济学家
斯蒂芬·朱诺3日表示，最新就业数据没
有改变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预计美
联储9月份不会暂停加息。

克利夫兰联储银行行长洛蕾塔·梅斯
特3日表示，不支持美联储在9月份暂停
加息，如果届时看不到通胀降温的显著证
据，可能支持继续加息50个基点。

美国全国投资管理集团投资研究负
责人马克·哈克特说，当前就业市场数据
对股市而言是利空，美联储仍旧是左右市
场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当日公布的其他宏观经济
数据和权重科技股表现也令市场承压。

标普全球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5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综合指数为53.6，
低于4月份的56和53.8的初值。美国供
应管理学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
服务业景气指数为55.9，低于市场预期的
56.3和4月份的57.1。

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5日表示，特斯拉公司将裁员10%，转而

依赖更多小时工。
马斯克还在此前给管理层的邮件中

表示对经济形势“感觉超级糟糕”，这与摩
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1日关于美
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乌克兰冲突将带来
经济“飓风”的警告相呼应。

利空消息刺激特斯拉公司股价当日显
著下跌9.2%，带动其他权重科技股走低。

美国投资银行施蒂费尔金融公司美
国股票研究部门执行董事兼机构股票策
略负责人巴里·班尼斯特2日表示，预计
美国经济今年不会衰退，但2023年衰退
风险很高。

（新华社纽约6月3日电 记者刘亚南）

新华社莫斯科6月3日电（记者耿
鹏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3
日说，因西方继续滥用其在国际金融体
系中的地位，俄或将被迫扩大出口货物
以卢布结算的范围。

扎哈罗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面对无法以多种外币进行交易以
及金融基础设施对俄关闭的情况，实
行俄罗斯产品以卢布支付机制是被迫

但顺理成章的决定。俄方将在与主要
合作伙伴的经贸和投资关系中提升本
国货币所占比例。俄方确实正在考虑
针对某些种类的俄商品扩大卢布支付
的范围。

扎哈罗娃强调，西方集体对俄采取
前所未有的限制措施对全球经济造成
严重打击。所谓的制裁导致现有供应
链断裂，金融结算体系遭到破坏，使得

全球产品短缺，并进一步推升商品价
格，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扎哈罗娃同时表示，俄方愿继续
履行国际合同规定的农产品、化肥、
能源等重要产品出口交付义务。俄方
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予以关切，并
深知俄供应包括粮食在内的具有社会
意义的商品对于许多国家和世界各地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粮食安全非常

重要。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 3 月 31 日

签署的总统令，4 月 1 日起，俄方向
“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
改用卢布结算。截至5月31日，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先后宣布暂
停向波兰、保加利亚、芬兰、荷兰等拖
欠天然气款并拒绝卢布结算的欧洲国
家供气。

俄外交部：

俄或将被迫扩大出口货物以卢布结算的范围

对经济前景的担忧致纽约股市显著下跌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3日驳斥西方国家关于俄罗斯
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指责。他强
调俄没有干扰乌克兰出口谷物，
是西方国家试图推卸责任。

针对所谓俄罗斯干扰乌克兰谷物
出口的说法，普京强调，事实上有多种
办法把谷物运出乌克兰。

他说，俄军即将清理完黑海控制
区的未炸水雷，以确保物资船只安全
通过亚速海和黑海。“在港口埋设水雷
的人不是我们，而是乌克兰人。我多
次让他们清除水雷，让运送谷物的船
只通行。我们确保船只通行没有任何
问题。”

普京还说，乌克兰谷物经白俄
罗斯运至全球各地是成本最低、最
便捷的方式。不过，这样做的前提
是西方国家解除针对白俄罗斯的制
裁。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3日早些时候告诉联合国秘书长安
东尼奥·古特雷斯，白方已经做好准
备，可将乌克兰的谷物经由铁路运至
欧洲多个港口。不过，受制裁影响，这

些港口目前不接受来自白俄罗斯的物
资。古特雷斯说，他将在今后几天与
相关国家讨论。

普京在这次专访中宣布，俄罗斯
将增加小麦出口。“2021-2022农业年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俄罗斯将出口3700万吨小麦。
2022-2023农业年，俄罗斯将把小麦
出口量增加到5000万吨。”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出口途径多

根源在西方

普京3日在俄黑海海滨城市索契会
晤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马
基·萨勒，随后接受俄罗斯媒体电视专
访。普京说，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和白
俄罗斯的制裁影响化肥交易、导致食品
价格飞涨，只会加剧全球粮食危机。

按照普京的说法，对全球食品市场
目前发生的事，西方国家试图推卸责任，
不采取任何措施。全球食品市场状况不
乐观并非从昨天开始，也并非始于今年
2月俄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之时，而是在2020年2月应对新冠疫情
全球大流行时就已经有所体现。

普京指出，粮食危机加剧，根源在于
美国疫情期间的财政政策以及欧洲国家
过度依赖可再生能源、签订短期天然气
供应合同。他解释说，对传统能源投入
不足导致天然气价格飞涨，高气价导致
许多化肥生产商因无法盈利而停产，进
而影响化肥供应，从而推高食品价格。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粮食出口大
国。萨勒当天与普京会面时提到，非洲
国家是全球食品危机的受害者。

6月3日，在俄罗斯索契，
普京接受俄罗斯电视媒体采访。

新华社/美联

6月3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联合国6月3日电（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3日强烈谴责当天发
生的针对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
特派团（马里稳定团）的袭击事件。

当天上午，马里稳定团的1辆装
甲运兵车在马里中部的莫普提地区顿
察镇附近触发简易爆炸装置，造成2
名来自埃及的维和人员死亡、1人受
伤。这是自5月22日以来，马里稳定
团遭遇的第6次袭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
人发表声明，对这起袭击事件表示“最
强烈的谴责”。古特雷斯呼吁马里过

渡当局“不遗余力地查明这次袭击的
肇事者”，并立即将他们绳之以法。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发表声明，以
“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起袭击事件。
安理会重申，各国应采取一切手段打
击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
成的威胁。

2012年3月，马里北部发生军事
政变。联合国安理会2013年4月通
过决议，决定设立马里稳定团。自马
里稳定团开始执行维和任务以来，已
有200多名维和人员丧生，成为联合
国最危险的维和任务区。

爱沙尼亚联合政府解体
据新华社塔林6月3日电（记者

郭春菊）爱沙尼亚总理、改革党主席卡
拉斯3日宣布，由改革党和中间党组
成的爱沙尼亚联合政府中所有7名中
间党部长当天被解除职务，其职位分
别由7名改革党部长兼任，直至新的
联合政府成立。

卡拉斯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被解职的部长包括公共管理部长、卫
生和劳工部长、外交部长、经济事务和
基础设施部长、内政部长、环境部长和
文化部长。

卡拉斯当天早些时候向爱沙尼亚
总统卡里斯提议解除这7名部长职
务，并获得批准。卡拉斯表示，改革党
将与祖国党和社会民主党讨论组建新
的联合政府。

本月1日，爱沙尼亚改革党支持
并以爱沙尼亚政府名义提出的幼儿园
教育法案在议会投票表决中因中间党
和反对党保守人民党的反对而未获通
过。另外，在中间党和所有反对党支
持的家庭福利法案草案问题上，改革
党持不同意见，双方陷入僵局。

美国失业率仍高于疫情前水平
新华社华盛顿6月3日电（记者

许缘）美国劳工部3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5月美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
维持在3.6%，仍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平。

数据显示，与疫情在美暴发前的
2020年 2月相比，美国失业率高出
0.1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多出30万。
同时，失业时间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
人数较新冠疫情前多23.5万。

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业部门
新增就业人数为39万，较4月有所减

少。按行业来看，5月休闲和酒店业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8.4万，专业和商
业服务就业人数增加7.5万，制造业
就业人数增加1.8万，零售贸易业就
业人数下降6.1万。

数据还显示，5月美国劳动参与
率环比微升0.1个百分点至62.3%。

分析人士认为，5月非农新增就
业人数创2021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
可能预示未来几个月美国经济增速将
进一步放缓。

德国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致4人死亡

美国《华尔街日报》3日报道，由
于零部件供应链受阻，美国飞机制造
商波音公司的737 MAX系列客机5
月一度停产10天。

波音首席财务官布雷恩·韦斯特
5月说，一种特定布线连接器短缺影
响737 MAX的生产和交付。

波音首席执行官戴维·卡尔霍恩
本月3日在一场活动上说，供应链紧
张导致波音无法增产并交付更多737
系列客机。“这是一个相对热门的市场
……目前，需求明显大于供应。”

航空业分析企业西留姆公司估
算，波音737 MAX工厂产量已经落
后于月均生产31架的目标。截至5
月26日，波音当月生产了20架737
MAX客机。

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航空客运业，
再加上波音737 MAX客机因两起空
难遭停飞20个月，波音新机订购和交
付数量一度锐减。此外，波音787型
梦想客机因机身面板间隙等多处存在
缺陷，去年5月起没有实现任何交付，
波音因延迟交付产生的赔偿金等损失
不小。

按路透社说法，恢复787型梦想
客机交付和清理737 MAX客机库
存，对波音摆脱疫情和客机安全危机
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供应链瓶颈以
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实现上
述目标受到影响。

分析师估计，波音今年上半年可
能损失36亿美元。

刘曦（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柏林6月4日电（记者李
超）德国巴伐利亚州3日发生一起客
运火车脱轨事故，目前已造成4人死
亡、约30人受伤。

据德新社报道，事发地点位于德国
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出事火车原计划驶
往慕尼黑，但行驶至加米施－帕滕基兴

镇时发生脱轨事故。车上载有包括学
生在内的乘客约140人。据当地政府
发言人通报，有15人伤势严重。

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约阿希姆·
赫尔曼说，不排除在倾覆的车厢下发
现更多死者的可能。

目前暂不清楚火车脱轨原因。

6月4日，救援人员在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客运火车脱轨现场工作。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新德里6月4日电（记者
姜磊）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北方邦一
家工厂4日下午发生锅炉爆炸事故，
至少9人死亡，另有十多人受伤。

据《印度时报》报道，在北方邦哈
布尔地区一工业区内，一家电子设备
制造厂的一个锅炉发生爆炸。事故发

生后，救援和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将伤
者送往医疗机构救治。

当地警方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
查之中。

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对遇
难者表示哀悼，并指示当地政府为伤
者及遇难者家属提供救济。

印度工厂锅炉爆炸 至少9人死亡

供应链受阻
波音737 MAX客机5月一度停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