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七 国 集 团
（G7）和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北
约）将从26日起
接连举行峰会。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两场峰会暴露
出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企图利
用G7、北约这两
大集团主导国际
秩序。谋合作、
促发展本是不可
抗拒的时代潮
流，而美国等一
些西方国家固守
冷战思维，为了
维护自身霸权，
拉帮结派搞“小
圈子”。这种做
法逆流而动，注
定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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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次北约峰会还邀请亚太地
区的非北约成员国——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出席会议。北约一方
面希望与这四国协调对俄立场，但更重
要的是拉拢四国共同打压围堵中国。北
约还计划在本次峰会期间启动新战略构
想，鼓吹“中国威胁论”。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往往以“开
放”之名美化此类倡议，发起这一倡
议的真正图谋却是围堵中国、遏制中

国发展。美国试图以经济援助的“空
头支票”，引诱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服务于美国自身的地缘政治
目的。

印度金达尔全球大学教授阿努拉
达·切诺伊说，许多亚太国家都认为，
北约在该地区的过度活跃、对中国的
遏制以及军事和战略联盟的扩大，将
产生对该地区任何国家都不利的紧
张局势，甚至将导致区域军备竞赛，

这是整个区域甚至在冷战期间都极力
避免的。

分析人士指出，冷战已经结束30多
年，北约这个“冷战遗孽”为了证明其存在
的必要性仍在不断地鼓吹集团对抗，挑起
冲突矛盾。北约的所作所为有违于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早已不合时宜，早该
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新华社华沙6月25日电 记者张
章 李超）

固守冷战思维，为维护自身霸权，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G7、北约双峰会 西方有何图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4日
再度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认为美
国避免经济衰退的路径在变窄。

IMF当天完成对美国的第四条
款磋商，这一磋商是IMF每年对成员
国经济表现和宏观政策的例行判断与
评估。IMF预计美国2022年经济增
长2.9%，这一数值较今年4月的最近
一次预测下调了 0.8 个百分点。另
外，IMF下调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
预期至1.7%，2024年预计为0.8%。

IMF去年10月曾预计美国2022

年经济增长5.2%。然而，受变异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出现和俄罗斯对乌
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等影响，IMF
不断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今年1
月下调至4%，4月降至3.7%。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
基耶娃24日说：“我们意识到，避免美
国衰退的路在收窄。”她表示，美国经
济前景存在很大程度不确定性，如果
美国经济遭遇进一步负面冲击，形势
将变得更为艰难。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IMF下调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至1.7%

观 天下

摩洛哥官员24日说，大量移民当
天试图越境进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
梅利利亚自治市，与摩洛哥安全部队人
员发生冲突，18名移民死亡。

依据摩洛哥与西班牙方面的通报，
大约2000名移民当天试图翻越高大的
铁丝围栏进入梅利利亚，与摩安全部队
人员爆发冲突，持续大约两小时。

摩洛哥内政部起初通报，5人因从
围栏上摔下或被踩踏死亡，76 人受
伤。稍后，内政部通报另有 13 人死
亡。大约140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其
中5人伤势严重。

西班牙方面通报，当天大约8时40

分起，超过500名移民开始进入梅利
利亚，一些人剪断围栏铁丝后翻越边
境检查站的屋顶。大部分移民被驱
回，但仍有大约130人进入梅利利亚，
并开始在移民接待中心办理入境相关
事务。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许多非
洲裔青年走在围栏边的公路上，庆祝进
入梅利利亚。

西班牙方面说，这次事件导致57
名移民和49名西班牙安全人员受伤。

梅利利亚和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
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近
年来，从摩洛哥前往西班牙成为非法移

民赴欧洲的主要路线之一。
就最新移民越境事件，西班牙首相

佩德罗·桑切斯24日予以谴责，说这是
一起由“走私人口的黑手党”所发起“经
过精心组织的暴力袭击”。

桑切斯对两国边防人员表达敬意，
同时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有必要建立
最好的关系”。

去年5月17日开始的数日内，超过
8000名越境者从摩洛哥以游泳或划船
方式由海上进入休达。法新社当时援
引休达官员的话报道，短时间内越界人
数之多，前所未见。路透社报道，当时
西班牙与摩洛哥发生外交摩擦，随后摩

洛哥方面看似放宽了边防。
今年3月，西班牙宣布支持摩洛哥

关于西撒哈拉自治的计划，阿尔及利
亚随后召回驻西班牙大使，并于6月宣
布中止与西班牙两国关系条约。摩洛
哥与阿尔及利亚因西撒哈拉问题长期
关系紧张，两国陆地边界一直处于关闭
状态。

围绕最新越境事件，路透社援引摩
洛哥一个移民组织的话报道，近来摩洛
哥安全人员加强对非法移民打击，23
日因清理移民在梅利利亚附近森林搭
建的帐篷与移民发生冲突。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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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者冲击边防致越境者冲击边防致1818人死亡人死亡

新华社伦敦6月24日电 （记者郭
爽）英国国家统计局24日发布报告说，
在最新一周的统计数据中，英国新冠确
诊病例数比此前一周增加20%以上。英
国卫生安全局指出，新冠变异病毒奥密
克戎BA.5亚型很可能将成为英国主要
流行毒株。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估测，在截至6
月18日的一周内，约174万英国人确诊
新冠病毒，比此前一周的约142万病例
激增约23%。

英国国家统计局估测数据显示，截

至6月17日的一周，苏格兰每20人中约
有1人感染新冠病毒；在截至6月18日
的一周，英格兰每40人中约有1人感染
新冠病毒，北爱尔兰每30人约有1人感
染，威尔士每45人中约有1人感染。

英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导致英国各
地区新冠感染数量增加的原因很可能是
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BA.4和BA.5亚
型混合传播的结果。

英国卫生安全局24日晚发布的新
冠病毒技术简报显示，目前，奥密克戎
BA.4和BA.5亚型在英格兰导致的感染

为新增病例的一半以上。与BA.2亚型
相比，奥密克戎 BA.5 的传播速度快
35.1%，BA.4的传播速度大约快19.1%，
这意味着BA.5亚型很可能将成为英国
新冠主要流行毒株。

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医疗顾问苏
珊·霍普金斯说：“很明显，奥密克戎
BA.4 和 BA.5 亚型的日益流行显著增
加已导致最近几周病例数量增加。我
们看到，随着社区感染人数的增加，入
院人数有所上升，但疫苗接种继续将
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保持在较低水

平。随着患病率增加，我们所有人保
持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重要。”

利兹大学医学院病毒学专家斯蒂
芬·格里芬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正在
引发另一波感染，这已经是今年第三
波。这些变异毒株导致的再感染率也显
著增加，所有年龄段的患病率都在增
加。这种情况凸显了这些（变异）病毒的
逃疫能力，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感染
浪潮的速度之快令人担忧”。

英新冠病例数单周激增超20%
奥密克戎BA.5或将成英主要毒株

6月24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政厅前参加抗议活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4日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

“罗诉韦德案”。 新华社发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的判例

6月22日，旅客在英国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排队。
近段时间，欧洲多家航空运营商因缺少上岗人员、恶劣天气等原因频频取

消航班。另一方面，航空公司和机场员工因不堪工作强度或不满薪酬等原因
罢工，给欧洲民航业运转增加不确定因素。 新华社/美联

欧洲民航一线缺人 航班延误取消恐常现

紧接 G7 峰会，北约峰会将于 28
日至30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峰会主要议题包括继续为乌克兰提
供支持、审议芬兰和瑞典入约问题，
以及通过指导未来十年发展的新战
略构想等。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
称，北约将在马德里峰会上把俄罗斯
称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宣布俄

方不再是北约的伙伴。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其他国家视为

“威胁”，实际上北约才是世界和平与安
全的严重威胁。正如莫斯科国立师范大
学历史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弗拉基米
尔·沙波瓦洛夫所说，北约为了自身利
益，甚至在不与其成员国接壤的领土上
不止一次进行大型军事行动，北约的“俄
罗斯威胁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本次北约峰会还将审议芬兰和
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此前土耳其
的反对让原本对芬兰和瑞典可以迅
速加入北约持乐观态度的斯托尔滕
贝格变得谨慎，他在 12 日与芬兰总
统尼尼斯托会谈后表示，考虑到土
耳其方面的“关切”，北约不认为本
次峰会是“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
约的最后期限”。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6月25日电
（记者林晶）挪威首都奥斯陆25日发
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
21人受伤。挪威警察安全局局长罗
格·贝格当日说，情报部门将事件定性
为“极端恐怖主义”行为，并将国家面
临安全威胁等级从正常的3级调至

“最高”级别5级。
贝格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枪

击事件嫌疑人是一名伊朗裔挪威人，
有情报显示他曾受到极端组织影响。

挪威警方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
奥斯陆市中心一个酒吧餐饮街区当天

凌晨发生系列枪击案，造成至少2人
死亡、21人受伤，其中10人伤势严
重。一名42岁男子作为唯一嫌疑人
在枪击事件发生不久后被捕。

挪威《世界之路报》援引奥斯陆警
察局行动处负责人托尔·巴斯塔的话
说，当地时间25日1时14分许，警方
接到报案称一男子在市中心一酒吧门
口突然开枪扫射。5分钟后，警方将
上述男子作为嫌疑人逮捕。这名男子
在附近至少3个地点实施了枪击。巴
斯塔说，该嫌疑人在挪威警方和情报
部门均留有“案底”。

挪威首都发生枪击事件至少2死21伤
情报部门将其定性为“极端恐怖主义”行为

美国卡拉丹海洋公司25日说，他
们在菲律宾附近海域近7000米深的
海底发现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沉
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刷新了世界上
已经确认的最深沉船纪录。

这家海洋勘探企业表示，在本月
为期8天的下潜活动中，一艘载人潜
水器对“塞缪尔·B·罗伯茨”号（简称

“萨米·B”号）驱逐舰破旧的船体进行
了录像、拍照和勘测。

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潜水器的驾
驶员维克托·韦斯科沃在推特上写道：

“它位于（水下）6895米处，是目前发

现、勘测过的最深的沉船。这艘小型
军舰与日本海军的精锐舰船作战，与
他们战斗到最后。”

1944年10月25日，“萨米·B”号
在菲律宾中部萨马岛附近一场战斗中
沉没。当时，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
宾被日本军队占领，美日海军在菲律
宾海域交战。

根据美国海军的记录，“萨米·B”
号的船员在海上漂浮近三天等待救
援，许多人最终还是因伤死亡或死于
鲨鱼之口。224名船员中，89人死亡。

郭倩（新华社微特稿）

菲律宾海域发现二战军舰 刷新最深沉船纪录

66月月2424日日，，防暴警察与试图越境进入西班牙在防暴警察与试图越境进入西班牙在
北非飞地梅利利亚的移民对峙北非飞地梅利利亚的移民对峙。。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24日电（记
者王钟毅）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阿根
廷经济部长马丁·古斯曼24日宣布，
阿根廷已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对其债务再融资计划的首次评
估，将获得40.1亿美元贷款。

古斯曼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获得这笔贷款后，阿根廷将继续实施
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就业，稳定
经济。

今年3月25日，IMF执行董事会
批准一项对阿根廷的债务再融资计

划，在未来30个月内向阿根廷提供
319.14亿特别提款权，约合440亿美
元，以增强阿根廷债务可持续性，帮助
其应对高通胀、填补社会和基础设施
资金缺口，推动包容性增长。

2018年，IMF与阿根廷政府签署
总额约570亿美元的救助协议。根据
协议，阿根廷今年需支付约190亿美
元。由于国际储备较为吃紧，阿根廷
面临债务违约压力。今年1月底，阿
根廷与IMF就债务再融资计划达成
协议，阿根廷得以暂时避免债务违约。

阿根廷获得IMF40亿美元贷款

G7峰会将于26日至28日在今年
轮值主席国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小镇加
米施-帕滕基兴举行。美国政府此前宣
称，将在G7峰会期间宣布发起一项全
球基础设施倡议，着重加强与印度洋-
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联系，从而增加在该
地区的影响力。

如今，国际社会已经看清美国霸权
主义的面目，并清楚地认识到参与其中
并不会带来实际好处。美国全国公共广
播电台网站文章说，尽管美国官员已经

开始在世界各地宣传这一倡议，但拉丁
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并未发现美国
有何实际行动。

此外，乌克兰危机问题也是本次G7
峰会的重要议题。本次峰会邀请印度总
理莫迪等非G7成员国领导人参会，希
望劝说这些国家改变对乌克兰危机问题
的立场，从而实现“孤立俄罗斯”，但印度
等国坚持中立立场，拒绝跟随西方国家
谴责和制裁俄罗斯。

分析人士指出，表面上看，乌克

兰危机使欧洲多国暂时加强了与美
国的“捆绑”。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
们发现被牺牲的是欧洲的利益，而维
护的却是美国的霸权。同时，在目前
全球能源紧张、粮食价格高企的背景
下，发展中国家不愿加入西方阵营，
因为这些国家十分清楚，美国大搞阵
营对抗的政治操弄、围堵遏制“战略
对手”，是为了维护自身霸权，这样的
做法根本无助于解决当前乌克兰危
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美欲加强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联系

北约将在峰会上把俄罗斯称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希望协调对俄立场并拉拢日韩澳新四国共同打压围堵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