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南京7月3日电（记者王
珏玢 邱冰清）4日15时11分，地球到
达轨道远日点，这时人们将看到一轮

“年度最小太阳”。为什么太阳时“大”
时“小”？为啥太阳远了，天气反而炎
热？中科院天文科普专家为您揭秘。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
科超介绍，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并
非正圆形，而是一个偏心率为0.0167
的椭圆。正因如此，日地距离并不固
定，远日点比近日点远约500万千米。

每年1月上旬地球经过近日点，7
月上旬经过远日点，分别对应着一年中
太阳视直径最大和最小的时刻。

今年，地球运行到远日点的时刻是
7月4日15时11分。此时，太阳视直
径为 31 分 28 秒，堪称“年度最小太
阳”，大约比今年1月4日地球通过近

日点时可见的日面视直径小了3.4%。
椭圆的轨道也导致了太阳周年视

运动的不均匀性。地球经过远日点时
速度最慢，经过近日点时最快，各季节
间的间隔长度也不相等。如2021年秋
分到2022年春分共经过178天20小
时12分，而2022年春分到2022年秋
分共经过186天9小时31分。

今年入伏的时间是7月16日，一
年中最热的时期即将到来。为啥太阳
远了，天气却最炎热？王科超解释，日
地距离的变化并非季节变化的主要原
因。四季变化主要受黄赤交角的影响，
由于黄赤交角的存在，太阳在地球上的
直射点在南北纬 23 度 26 分之间移
动。夏季，北半球的太阳光照射角度
高，光照时间长，接收到的辐射能量多，
因此最为炎热。

“年度最小太阳”今日现身

新华社发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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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遭受酷暑并竭尽全力为今冬储气之际，俄罗斯大幅削减对欧天然气供应，导致欧洲
“气荒”加剧，天然气价格应声飙升，屡创新高的欧洲通胀率再次承压。业内担忧，短期内欧洲难
以寻求合适气源，即使重启煤电也是杯水车薪，欧洲经济将面临萎缩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科尔士百货公司、
环球健康服务公司、连锁药房沃博联和
耐克公司等均报出业绩利空，引发股价
显著下跌。在即将到来的二季度财报
季，预计将有更多企业下调业绩预期。

瑞银私人财富管理部门执行董事
格雷格·马库斯表示，企业疲弱的业绩
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股市下行压力。

美国赛恩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迈克
尔·伯里警告，金融市场的溃败只进行到
了半程，下一步企业将出现盈利下跌。

罗伯特·贝尔德资产顾问公司投资
策略分析师罗斯·梅菲尔德表示，二季
度和三季度的企业业绩情况将主导股
市下跌的程度，在通胀及其预期得到控
制之前，可能不会有新的牛市出现。

瑞银集团表示，考虑到美国经济走
势，下半年市场可能依然充满波动。在
通胀得到控制、美联储暂停或停止加息
的信号出现之前，市场人气不大可能出
现持久改善。
（新华社纽约7月2日电 记者刘亚南）

美国股市上半年惨淡收场
经济和业绩利空或令市场继续承压

由于高通胀促使美联储逐渐收紧货币政策，美国股市今年上半年表现惨淡，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分别在3月7日和6月13日跌入熊市。分析人士认为，这

是美国多年来最糟糕的上半年股市行情，在通胀形势持续好转前，美国股市难现持续性上涨。

今年上半年，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20.58%，为1970年以来最大上半年跌幅；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累计下跌29.51%，与去年11月的历史高点相比下跌31.3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数累计下跌15.31%。

市场担忧美国可能在今年晚些时
候或2023年出现经济衰退。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
降1.6%，较此前数据下调了0.1个百分
点。最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房价指数
和投资者信心等宏观指标均出现下滑。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跋涉”研究公
司共同创始人尼古拉斯·科拉斯表示，
美国经济正在快速降温。

美国银行全球经济研究主管伊桑·

哈里斯表示，因为5月消费数据表现疲
弱，该机构已把美国二季度经济预期从
此前的环比增长1.5%下调至环比持平。

通常而言，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
负增长将被视为陷入技术性衰退。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
教授杰里米·西格尔等表示，就此而言，
美国经济的确有衰退之虞。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萨
默斯表示，未来两年，美国几乎不可避
免会出现经济衰退。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3日电（记者
王卓伦 吕迎旭）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日
前发布公报说，一项在国际空间站开展
的实验证实，基于CRISPR/Cas系统的
基因技术能在太空中准确识别病毒和细
菌，可用于帮助宇航员快速诊断疾病。

CRISPR 是细菌防御病毒侵入的
一种机制。细菌将CRISPR/Cas系统
作为一种分子“搜索引擎”来定位病毒
序列，并将其切割以使病毒失效。研究
这种复杂防御机制的法国科学家沙尔

庞捷和美国科学家道德纳因开发出了
可高效修改细胞基因组的 CRISPR/
Cas9基因编辑技术，于2020年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

公报介绍，CRISPR如今已被用于
精准识别各种生物体，如检测样本中是
否存在细菌或病毒。为验证CRISPR/
Cas检测方法能否用于太空环境，特拉
维夫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制作了相关试
剂盒，并由以色列人斯蒂贝带入国际空
间站进行实验。今年4月，斯蒂贝作为

全球首支由私营企业组织的“全私人”宇
航团队成员之一，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的“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

公报说，实验非常成功，CRISPR/
Cas能够在太空中识别目标DNA（脱氧
核糖核酸），提示特定病毒或细菌的存
在。这证明即使在几乎没有重力的环境
中，也可精确灵敏地完成基于CRISPR
的诊断。

“太空条件极其复杂，治疗方法也非
常受限，因此以一种快速、可靠和直接的

方法识别病原体至关重要。”领衔这项研
究的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布尔斯坦说，如
今人们熟知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等
检测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和相对复杂的
设备，而基于CRISPR的诊断整个过程
可在一个小试管中进行，能很好地适应
宇航员的需求。

布尔斯坦说，他们将研究如何进一
步提高检测系统效率，希望这种操作简
单的检测方法将来能够用于月球和火星
探索等长期太空任务。

研究发现

基因技术可助宇航员在太空中快速诊病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张
汨汨）记者3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
悉，根据中韩双方磋商达成的共识，韩
方将向中方移交新一批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双方将于今
年9月 15日在韩国共同举行装殓仪
式，9月16日举行交接仪式。

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
合作司）副司长李敬先7月3日率中方
有关部门人员，与韩国国防部国际政策
局局长金相缜为团长的韩方代表团就
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交接工作进行了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并
签署了会谈纪要。双方均表示，今年是
中韩建交30周年，将积极合作，共同妥
善做好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交接工作，并进一步深化两国关
于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
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从
2014年至2021年已连续八次成功交
接 825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

中韩双方将交接第九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新华社香港7月3日电（记者黄
茜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3日正式对
公众开放参观，展出从故宫博物院藏品
中精选出来的逾900件珍贵文物，其中
包括166件国家一级文物，为观众讲述
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据悉，截至7月2日，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开幕展前四周的约14万张门
票，已售出约八成半，当中包括超过
37000张特别展览门票，占可供出售特
别展览门票的九成半。另外，7月份所
有星期三免费参观时段均已预约满额，

涉及超过11000张免费门票。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局长杨润雄在开馆仪式上表示，相信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幕将让西九文
化区整体发展踏上新台阶，也相信未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会利用香港自身
独特的文化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
陈智思表示，热切期待迎接香港、内地
以至世界各地的访客，一起在这座宏伟
而典雅的博物馆观赏故宫博物院的文
物，体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风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正式对公众开放参观

7月3日，人们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厅内参观拍照。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7月3日电（记者贾
远琨）记者从铁路上海站了解到，7月2
日起，上海进京列车开行逐步恢复正
常，根据计划每日开行27趟，以高铁列
车为主。进京旅客仍需查验“北京健康
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上
海单日开行进京列车最少时为每日1
趟。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上海进京列车开行正在逐步恢复
正常。26趟列车已于7月2日恢复开
行，此外，G142次列车自7月4日起恢

复开行。
随着暑期运输高峰的到来，长三角

铁路部门出台暑运方案，预计自7月1
日至8月31日，长三角铁路暑期发送
旅客有望超1亿人次。

为保障疫情防控和运输畅通，长三
角铁路部门实施“一日一图”，根据客流
情况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在客流高峰
期，对高铁和普速线路实行高峰运行计
划，并根据客流需要，适时启用28对周
末线列车和58对高峰线列车，全力满
足旅客出行需要。

上海进京列车开行逐步恢复正常

俄大幅削减对欧天然气供应导致欧洲“气荒”加剧

俄欧“斗气”欧经济民生承受重压

6月早些时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以
技术问题为由把经由“北溪-1”管道输往德国的天然气供
应量减少近60%，令欧洲市场承压。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
日前发布通告说，7月11日至21日将暂时关闭公司负责运
营的“北溪-1”两条天然气管道支线，进行常规维护。分析
人士指出，此举将加剧近期欧洲市场天然气短缺。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实施了多轮制
裁，也亟待摆脱对俄能源供应的依赖。欧盟4月宣布，
8月开始停止进口俄罗斯煤炭。6月，欧盟批准对俄实
施部分石油禁运。但由于内部反对声高涨，欧盟今年
不太可能在天然气问题上再对俄发起新的制裁。

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
“卢布结算令”4月1日生效。目前，俄气已先后宣布暂停
向波兰、保加利亚、芬兰、荷兰和丹麦等拖欠天然气款并
拒绝以卢布结算的欧洲国家供气。国际能源署署长法
提赫·比罗尔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完全切断对欧洲的
天然气供应，欧洲现在需要做好准备。

俄罗斯“先下手为强”

为实现“开源”，欧盟大力寻找能源替代供
应方。近期欧盟多番寻求以色列、埃及等国帮
助，以获得更多天然气供应。但观察人士指
出，如果欧盟希望从以色列大幅增加天然气进
口，需要面临成本高、工期长等问题。

由于天然气市场紧张和价格飙升，欧盟多
个成员国选择暂时转向使用煤炭，以应对俄罗
斯天然气供应量减少。欧盟方面担心，随着
冬季临近，俄罗斯可能继续削减供应或完全
停止供应。

为应对天然气短缺，国际能源署表示，
欧洲必须在寻找能源替代供应的同时，提高
能效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为高电价
和供应紧张提供喘息机会。该机构近期表
示，预计今年全球能源领域的投资将达2.4万
亿美元，但对弥补供应缺口，应对气候变化杯
水车薪。

欧盟仓促应对“气荒”

分析人士认为，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让欧
盟遭到制裁“反噬”。欧盟各国能源价格大幅上
涨，带动各行业物价普涨，一些国家通货膨胀率
刷新数十年来的新高。自“北溪-1”天然气输
送量被削减之后，欧洲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已
经上涨了近50％。

为防止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欧洲央行不
得不着手准备10多年来的首次加息，计划7月
加息25个基点。市场担忧，随着欧洲央行结束
购债，债务负担沉重的欧元区国家融资成本将
大幅攀升，带来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风险。

欧委会近期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
明两年欧盟经济将分别增长2.7%和2.3%，增速
低于2月展望报告中预测的4%和2.8%。欧洲
央行警告称，如果俄罗斯完全关闭输气管道，明
年欧元区经济将收缩1.7%。

（新华社瓦莱塔7月3日电 记者陈文仙）

高通胀加大衰退风险

财报季或引发新一轮下跌美国经济衰退之忧持续

意大利今年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8%，创36年新高。图为人们行走在罗马街头。 新华社/路透

▶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