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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新华社莫斯科6月7日电（记者刘
恺）俄罗斯外交部7日宣布暂停执行俄
罗斯与日本关于在海洋生物资源捕捞
领域合作的协议，直到日方履行所有财
政义务。协议暂停后，日本渔民被禁止
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

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

表示，1998 年俄日两国就海洋生物
资源捕捞领域合作的若干问题签署
政府间协议，俄方一贯将基于该协议
的互动视作双方渔业合作的重要方

向之一。该协议建立在考虑两国利
益平衡的基础上，允许日本渔民在南
千岛群岛附近海域根据俄确定的配
额进行捕捞。

扎哈罗娃说，日方“冻结”了协议
规定的应付款项，推迟签署关于向俄

罗斯萨哈林州提供无偿技术援助的相
关文件，而这些文件是确保这一俄日
政府间协议有效运行的组成部分。在
当前形势下，俄方被迫作出暂停执行
该协议的决定，直到日方履行所有财
政义务。

俄罗斯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
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

新华社基辅6月8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
古7日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通电
话，双方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乌克兰外交部7日发布声明说，乌
克兰正尽全力解除乌港口封锁以防止
全球粮食危机。

——俄罗斯国防部7日发布消息
说，应土耳其方面要求，俄罗斯国防部
长绍伊古当天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
尔通电话，双方就乌克兰和叙利亚当前
局势，包括黑海航行安全、乌克兰粮食
出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乌克兰外交部7日晚在官网
发布声明，表示乌方正尽全力解除乌港
口封锁以防止全球粮食危机。声明说，
为恢复航行需要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包括向乌提供适当武器以保护乌海岸
线免受海上威胁，并让第三国海军在黑
海相关海域进行巡航。声明还说，目前
乌克兰尚未与土耳其和俄罗斯就解除
乌港口封锁达成协议，乌方拒绝任何不
考虑乌方利益的协议。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7日在国
防部电话会议上介绍特别军事行动阶
段性成果时表示，五天内又有126名乌
方军人投降，被俘乌克兰士兵总数达
6489人。过去十天里，俄军共摧毁了
51套外国军事技术装备，其中包括12
辆装甲战车、21门155毫米榴弹炮、2
台多管火箭炮和16架无人机。此外，
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海港目前已
正常运行。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俄军在对
乌作战中已损失人员31360人，较前一
日新增110人，损失坦克1390辆、装甲
车3416辆、火炮系统694套、多管火箭
炮207套、防空系统96套、固定翼飞机
212架、直升机177架、战术无人机553
架、巡航导弹125枚、舰船和巡逻艇13
艘、汽车和燃油运输车2405辆。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7日表示，俄军又在哈尔科夫州、
尼古拉耶夫州等地击落12架乌军无人
机。自俄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
已摧毁乌军190架飞机、129架直升机、
1139架无人机、333套防空导弹系统、
3443辆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478台多
管火箭炮、1807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
3464辆特种军用车辆。

俄土防长就乌克兰局势等通电话

乌表示正尽全力解除乌港口封锁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称

俄乌冲突是
一场“巨大悲剧”

新华社柏林6月7日电（记者李超）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7日表示，俄乌冲突
是一场“巨大悲剧”，而之前一直没能建立
一个可以避免这一冲突的安全架构。

默克尔当晚在柏林歌舞团剧院出
席活动时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
这是她去年12月正式卸任总理后少
有的公开露面，也是她结束16年总理
生涯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

默克尔说，她在任期间为缓和俄
乌之间紧张局势做了大量外交努力，
她不会为此而道歉，“外交手段没有生
效，但这不等于外交努力是错误的”。

近期，默克尔因在任期间力推“北
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受到部分人士
批评，批评者认为该项目导致德国过
于依赖俄罗斯进口能源。

新华社华盛顿6月7日电（记者熊
茂伶）世界银行7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
经济展望》报告说，由于俄乌冲突加剧新
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2022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9%，且伴随滞胀
风险。

4月份，世行已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预期从1月份的4.1%下调至3.2%。

报告指出，俄乌冲突造成地区经济
增长严重放缓，带来相当大的全球负面
溢出效应，放大了供应链瓶颈、通胀飙升
等疫情带来的问题。在食品和能源价格
大涨、需求反弹、供应链瓶颈持续的背景
下，市场预计全球通胀将在2022年年中
见顶，但仍保持高位。

与此同时，今年年初以来，全球经济

增速预期大幅下滑，全年增长率预计从
2021 年的 5.7%大幅放缓至今年的
2.9%，2023年至2024年增长率也将徘
徊在3%左右。

报告预计，未来数年全球经济增速将
保持在2010-2020年平均水平以下。全
球经济可能进入一个长期增长疲弱、通胀
高企的时期。报告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进行了对
比，警告滞胀风险增加将给中低收入经济
体带来潜在的危害性后果。

世行行长马尔帕斯认为，全球经济
再次处于危险之中，对许多国家来说，
经济衰退将“难以避免”。他呼吁鼓励
生产和避免贸易限制，以保障粮食和能
源供应。

美安全部门警告

年内美国或发生
极端主义暴力

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发布
公告，警告今年下半年中期选
举等重大事件可能触发国内
极端主义暴力。

据国土安全部全国恐怖主
义警报系统一份公告，美国仍
然处在“升高的威胁环境”中，

“我们预期，接下来数月，威胁环
境会变得更动态化，多个备受瞩目
的事件可能遭利用，针对一系列可能
的目标发起暴力行动”。

上述事件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对一
项堕胎限制法的上诉案作出裁决、美国
对美墨边境移民潮的处理措施和11月
国会改选、即中期选举。

国土安全部在2001年“9·11”恐怖袭
击后成立，主要发布国际恐怖主义预警。
据美联社报道，最新公告有所变化，提醒
注意国内极端主义暴力威胁。

公告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
国内极端主义者可能进一步怂恿对政
府机构、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发动
攻击。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得克萨斯州尤
瓦尔迪市罗布小学5月24日枪击案过
去两周来，全美又发生650多起枪击事
件，造成700多人死亡，遇害者包括青少

年和儿童。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8日援引美国

“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报道，得州小
学枪击事件过去两周来，全美50个州中
有43个州发生过枪击事件。这两周报
告的650多起枪击事件共造成730人死
亡，包含23名儿童和66名少年。

这些枪击事件中，有34起属于群体
性枪击事件，共导致35人死亡、161人
受伤，涉及17个州。仅在得州，就发生
了3起群体性枪击事件。“枪支暴力档
案”所统计群体性枪击，是指造成除枪手
外至少4人死伤的枪击事件。

一名18岁男子5月24日闯入得州
罗布小学，开枪射杀19名儿童和2名教
师，随后被击毙。这是美国继2012年康
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20名学
生和6名教职人员遇害后最严重的校园

枪击事件，震惊公众，再度引发关于控枪
的激烈讨论。

就在得州小学枪击事件同一天，美
国多地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在俄亥俄
州阿克伦，一名19岁枪手射杀一名15岁
男孩；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一名24岁男
子射杀自己61岁的父亲；在新泽西州泽
西城，一名59岁居民遭警察开枪射杀；在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一名32岁居民因
纠纷开枪射杀另一名31岁居民……

今年年初至今，美国已经发生将近
250起群体性枪击事件，超过1.8万人死
于枪支暴力。

5 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62%的调查对象支持在全美范围内禁止
半自动步枪，81%的人支持对所有购枪
者作背景调查。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赫尔辛基6月8日电（记
者陈静 徐谦）芬兰总理桑娜·马林8日
发推文说，她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

马林在推文中说，7日夜间她发
现自己体温升高后，在8日早上用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了检测，
结果为阳性。她表示，自己目前症状
轻微。

马林现年36岁，2019年成为芬兰
总理。

芬兰总理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孟买6月8日电（记者张亚
东）印度央行8日宣布，上调基准利率50
个基点至4.9%。这是继5月份加息40
个基点后，印度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

印度央行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
期。印度通胀率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
印度央行设立的6%的中期通胀目标
上限。4月份，印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涨幅达7.79%，为近8年来最高水平。

同时，印度央行维持本财年
（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经济增
长7.2%的预期，但将年平均通胀率预
期从此前的5.8%上调至6.7%。

印度通胀加剧主要由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所致。为抑制通胀，印度
央行上调基准利率，印度财政部也已
多次采取措施，如削减燃油消费税，下
调食用油进口关税等。

印度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7日电（记
者谭晶晶）近期美国新冠疫情指标呈
上升趋势，目前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
例超过10万例，过去4周新增儿童感
染病例超过40万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数
据显示，目前美国平均日增新冠确诊
病例约10.8万例，平均日增死亡病例
超过 280 例，平均日增住院病例约
4000例。5月30日是美国阵亡将士
纪念日，许多民众在纪念日假期外出
旅行和聚会，假期后第一天，美国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7.7万例。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美国实际新冠
感染病例数会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因

为一些轻症患者不再去做病毒检测，还
有些人在家中检测，并不上报结果。

近期美国儿童新冠感染病例也持
续上升。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
会6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4周
美国新增儿童新冠感染病例超过40
万例。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
有近135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今年以来新增儿童感染病例近
560万例。

虽然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的亚型BA.2.12.1仍然是美国主要流
行毒株，但两种新亚型BA.4和BA.5
导致的感染病例已在全美各地区被发
现，并呈上升趋势。

新冠疫情指标再抬头

美国4周新增儿童病例超40万

6月7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匈牙利外交官克勒希当选第77届联
合国大会主席后发表讲话。

联合国大会7日选举匈牙利外交官克勒希为第77届联大主席。 新华社发

匈牙利外交官克勒希当选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据新华社德黑兰 6 月 8 日电
（记者王守宝）伊朗一列客运列车8
日清晨在东部偏远沙漠地区脱轨，
数节车厢侧翻，造成至少 21 人死
亡、47人受伤。

伊朗红新月会救援和救济组织
负责人迈赫迪·瓦利普尔当天向媒体
介绍，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5时
30分，当时列车正从东部城市塔巴
斯开往亚兹德市。事故还造成6节

车厢受损。
迈赫迪·瓦利普尔还说，事发时列

车上共有430人。救援工作正在进
行，已有救护车、救援队和直升机被派
往事故现场。

伊朗国家铁路公司当天也发表声
明说，列车在行驶中同一台挖掘机相
撞并脱轨。

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向遇难
者家属表示慰问，下令调查事故原因。

伊朗一列车脱轨至少21人死亡47人受伤

新华社柏林6月8日电（记者朱
晟 李超）据德国媒体8日报道，柏林
一处商业街当天上午发生车辆冲入人
群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12人
受伤。

德国媒体最初报道说，约30人在
此次事件中受伤。柏林警方最新公布
的消息显示，伤者人数为12人，其中

4人伤势严重。
柏林警方说，一名肇事男子在事

发现场被逮捕，尚不清楚他是否故意
驾车冲入人群。

有媒体报道，肇事车辆是一辆银
色小轿车。

当地消防部门说，已派出数十名
消防员到事发现场处理这起事件。

德国柏林发生车辆冲入人群事件1死12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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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州小学枪击案两周来

全美又发生
650多起枪击事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6月8日说，将于本月底起的三周内在澳大利亚北部
一处商业发射场阿纳姆航天中心陆续发射三枚火箭。这是美国航天局首次在美
国以外的商业发射场发射火箭。

这是在澳大利亚北部戈夫半岛拍摄的阿纳姆航天中心。 新华社/美联

美国航天局即将在澳大利亚发射火箭

⬆ 美国是全世界枪支暴力最严重
的国家，枪击案频发。数据显示，美国民
间持有超过3.93亿支枪，约合每百人
120支。图为一名男子日前在休斯敦的
全国步枪协会年会上试枪。新华社/路透

图为坦桑尼亚建设中的达累斯萨拉姆港1-7号泊位改扩建工程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