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1日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90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02.5万例

当天，美国总统拜登确认感染新冠病毒

截至7月16日的一周
BA.5导致的病例

占全美确诊病例总数的77.9%
BA.4占比 12.8%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统计数据显示

美疾控中心
最新数据显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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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抗议者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阿莱
芒贫民社区与警方对峙。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警方21日确认，当天在里
约热内卢市北区阿莱芒贫民社区执行的剿匪行动
共造成18人死亡。 新华社/美联

巴西里约警方贫民窟
剿匪行动共造成18人死亡

为应对天然气短缺，欧盟一方面计划“省气”，
另一方面四处“寻气”。

欧盟委员会20日公布一项提案，提议从2022
年8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各成员国采取自
愿措施，将天然气使用量与前5年同期平均水平相
比减少15%以上。若届时出现天然气供应严重短
缺等情况，欧盟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实现这一目
标。该提案遭到西班牙、葡萄牙等多国反对。欧
盟成员国能源部长拟于下周开会讨论这项提案。

俄罗斯《独立报》刊文评述，如果欧洲想“弃
用”俄罗斯天然气，减少15%的天然气用量远远不
够。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2021年俄罗斯向欧洲
出口的天然气占欧洲天然气需求总量的32%。

另一方面，近期欧洲多国高官频繁前往中东、
非洲等地区寻求能源供应替代方。但有分析说，欧
洲短期内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并不现实，其他国家很
难立即满足欧洲市场能源需求，即使是液化天然气
出口大国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调整其出口市场。同
时，物色替代方存在过程长、成本高等问题。

俄国家能源安全基金副主任阿列克谢·格里瓦
奇说，过去几个月，欧洲能源供应的替代来源已经
发挥了最大潜力，接下来如果“北溪-1”号天然气管
道运力不恢复，欧洲将无法解决供气替代问题。

（据新华社德国卢布明7月21日电 记者康
逸 朱晟 黄燕）

“北溪-1”恢复四成供气让德国“松口气”

欧洲能源危机仍难解

俄罗斯向欧洲供
应天然气的“北溪-
1”号管道21日结束
为期 10天的例行年
度养护，于当天早上
恢复供气，但供气量
仅为满负荷运力的
40%左右。这让一
直担心俄方在维护
结束后不再恢复输
气的德国各界松了
一口气。

分析人士指出，
恢复供气暂时缓解了
欧洲对其天然气短缺
加剧的忧虑，但欧洲
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
招致的能源危机及其
溢出效应远未消退，
相关应对措施也面临
重重困难。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发言人21日说，“北溪-
1”号管道已恢复供气，但实现满负荷运转还需一
段时间，目前每天供气量为6700万立方米，即与
管道接受养护前的水平一致，为满负荷运力的
40%左右。

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局负责人克劳
斯·穆勒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鉴于60%的供气减少
量和政治层面的不稳定性，“目前没有理由完全解
除警报”。

“北溪-1”号管道2011年建成，东起俄罗斯维
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国卢布明，再经德国
境内两条连接管道传送至德国各地及其他欧洲国
家天然气管网，目前是俄罗斯对欧洲主要输气管
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是北溪天
然气管道公司最大股东。

本月11日起，“北溪-1”暂停输气，展开年度
例行维护。而在6月中旬，俄气以德国西门子公司
未及时交还俄气送修的涡轮机为由，将经由“北
溪-1”号管道输往德国的天然气供应量减少近
60%。西门子公司称，涡轮机被送到加拿大维修，
但受加拿大对俄制裁影响无法交还。据悉，该涡
轮机预计24日运抵俄罗斯。

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北溪-1”恢复供气后仍
远未达到满负荷运力，且今夏酷热的天气推高了
欧洲的能源需求，高度依赖俄罗斯供气的德国等
欧洲国家需要努力寻找足够的天然气过冬，不排
除这些国家届时可能实施能源配给。

长期以来，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石油
等能源供应。近年来，由于俄乌关系紧张，俄罗斯
逐步增加绕过乌克兰的对欧输气管道，但受到西
方对俄制裁和俄反制措施等影响，相关输气管道
也并不通畅。

例如，俄德双方曾经力推的“北溪-2”号天然
气管道于2021年建成。今年2月，受俄乌局势变
化影响，德国宣布暂停“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
目认证程序。此外，经白俄罗斯和波兰进入德国
的“亚马尔-欧洲”天然气管道原本也是俄天然气
输欧的重要通道。5月底，波兰拒绝了俄反制西
方制裁的“卢布结算令”，宣布停止接收俄罗斯天
然气。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
哈贝克对媒体说，德国不能依赖俄罗斯供气，需进
一步减少天然气用量，充实天然气库存。他指责
俄罗斯利用能源供应“胁迫欧洲和德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对媒体表示，俄气过去
和现在一直在履行其能源供应义务，未来也将如
此。欧洲国家试图将自身在能源政策上犯错导致
的危机归咎于俄罗斯毫无道理。欧洲当前的能源
危机不怪俄方减供，而是缘于西方对俄制裁。

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和下萨克森州能源
研究中心教授侯正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欧洲国家拿能源作为武器制裁俄罗斯，结果遭
到制裁措施反噬，导致通胀率飙升，甚至冬天还可
能要挨冻。

能源警报未除 欧俄能源博弈 难觅有效替代

日本核心CPI涨幅连续三个月超2%

抑通胀还是保经济 日本央行陷入两难

专家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毒株新亚型BA.5在美加速传播，导致
近期感染病例激增，其造成的突破感染
率很高，美国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突破感染指病原体突破了疫苗的
防线，导致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感染疫
苗本该预防的疾病。白宫21日上午
通报说，拜登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有非常轻微的症状。据介绍，
拜登自20日晚开始出现流鼻涕、疲
劳、偶尔干咳等症状，他已开始服用治
疗新冠感染的抗病毒口服药物奈玛特
韦/利托那韦组合。拜登此前已全程
接种新冠疫苗以及两剂加强针，他将
在白宫隔离并继续全面履职。

除拜登外，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已

有多名政要和知名专家感染新冠病
毒，包括副总统哈里斯、美国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司法部
长加兰、商务部长雷蒙多、卫生与公众
服务部长贝塞拉等。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主任张作风
教授近期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BA.5新
亚型具有传染性强、潜伏期短、传播速
度快、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较高等特点，
考虑到新亚型免疫逃逸能力更强，而
且人们接种疫苗一段时间后抗体水平
逐渐下降，因此目前的突破感染率较
高。但接种疫苗及加强针仍可显著降
低新冠重症率和死亡率。

近来美国疫情指标均再现“上升
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
每周疫情报告显示，全美新冠确诊病
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较前一周分别
增加15.7%、12.6%及14.4%。美国有
超过三分之一的县郡或地区属于新冠
病毒社区传播率高水平地区。

据美疾控中心数据，目前美国平
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约12.6万例，平
均日增死亡病例约350例，平均日增
住院病例约6200例。专家表示，美国
实际病例数可能远高于官方统计数
据，因为一些轻症群体不再去做检测，
还有些人在家中检测，并不上报结果。

（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21日 记
者谭晶晶）

美国新冠病例超 万
累计死亡病例超102.5万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 21 日结
束。会议宣布将2022财年（截至2023
年3月）通胀预期上调至2.3%，央行行
长黑田东彦则重申将坚持超宽松货币
政策。专家认为，日本央行在抑通胀
还是保经济之间陷入两难。

日本总务省 22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日本 6 月去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
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 2.2%至
101.7，连续三个月涨幅超过 2%。截
至今年6月，核心通胀指数已连续10
个月同比上涨。

尽管日本政府多次调高对燃油批
发商的价格补贴标准，但能源价格大
幅上涨仍是推升通胀的最主要因素。
6 月，日本电费、管道天然气、汽油价
格涨幅分别达到18%、21.9%和12.2%。

除了通胀加速，日本央行政策走
向备受关注还缘于今年以来日元大幅
贬值。欧美央行近期纷纷提速加息，
而日本央行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令日
元遭猛烈抛售，导致日元对美元等主
要货币大幅贬值。

以美元为例，今年年初日元对美元
汇率约为1美元兑115日元，目前日元
已走软至1美元兑138日元区间，贬值
幅度约20%，处于20多年来低位。有专
家预计，年内日元仍有可能进一步走软。

日元大幅贬值进一步加剧进口商
品价格上涨，能源涨价压力被进一步
放大，这使日本政府和央行面临巨大
压力。日本财务省、金融厅和央行 6

月举行三方会议，对日元快速贬值表
示忧虑，称“如有必要将采取适当措施
应对”。

表面看，上调本财年通胀预期至
2.3%意味着央行追求的 2%通胀目标
已经达成，在日元大幅贬值背景下，
日本央行似乎可以考虑加息。但黑
田东彦认为，成本推升型通胀不同于
央行所期待的需求扩张型通胀，不仅
不能刺激消费，反而抑制消费需求，
不利于经济复苏。

有学者认为，基于日本国内需求
疲软、经济复苏乏力的现实，日本并不
具备收紧货币政策、追随欧美加息的
基本条件。如果强行加息，脆弱的经
济复苏可能夭折，甚至陷入长期衰退。

事实上，日本经济复苏面临内外
多重下行压力。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
比，日本一直面临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问题。在 2019 年和 2020 年连续两年

萎缩后，2021年日本经济仅实现1.7%
的缓慢扩张。今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
影响，日本经济再现下滑。

相关数据和调查结果显示，受海外
供应链中断等原因影响，5月日本工矿
业生产继续环比下降，降幅较上月明显
扩大；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大型制造业企
业信心指数继续下滑，下滑幅度较上季
有所扩大；由于物价涨幅超过工资涨
幅，日本实际工资水平呈下降趋势。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日本经济面临物价上涨和经
济减速双重风险。一方面，物价持续
上涨，连续突破央行2%的通胀目标；
另一方面，日本仍存在巨大需求缺
口。这使日本央行陷入两难。央行
暂时没找到既能防止通胀又能避免
经济衰退的良策。

（据新华社东京7月22日电 记
者刘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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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德劳帕迪·穆尔穆在印度新德里

向支持者致意。
印度总统选举结果21日揭晓，执政的全国民

主联盟推举的候选人德劳帕迪·穆尔穆击败反对
党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亚什万特·辛哈，当选印度新
一任总统。 新华社/美联

穆尔穆当选印度总统

日本核监管机构正式批准
福岛核污水排海计划

据新华社东京7月22日电（记者华义）日本
核监管机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22日召开会议，正
式认可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
排海计划。按此计划，如果再获得地方政府同意，
东京电力公司将于明年春天开始排放核污水。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5月对排放计划的
“审查书”草案进行了确认，称内容“没有问题”，之
后进入公开征集意见环节。公开征集到的1200
多份意见中有670份是技术层面的意见，包括对
核污水浓度测定和设备抗震方面的担心等。日本
原子能规制委员会22日对征集到的意见进行了
讨论，认为东京电力公司的应对“妥当”，对其核污
水排放计划予以认可。

围绕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污水的处理
方案，日本政府于2021年4月正式决定将核污水
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尽管日本渔业团体等强
烈反对这一处理方案，中韩等邻国也强烈反对和
质疑，日本政府依然无视反对声音，计划于2023
年春开始长期向太平洋排放所谓“放射性物质达
标”的核污水。

世卫组织：

高温致西葡两国
至少1700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
卢格22日说，欧洲多地近期遭遇罕见高温天气且
野火频发，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已经有1700多
人死于高温。

克卢格在一份声明中说，人们暴露于极端高
温环境通常会令原有健康问题进一步恶化。中暑
和其他非正常发热症状可能导致死亡，老人和儿
童面临的风险更高。

热浪近期席卷欧洲，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
45摄氏度。加之气候干燥，法国、西班牙、葡萄
牙、意大利、希腊等多国近期野火肆虐，甚至连欧
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发生野火。

为避免发生中暑甚至死亡事件，克卢格建议
民众远离高温环境，如感觉不适及时就医。他同
时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李彦南（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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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行人撑伞走过东京街头的电子股价显示屏。新华社/美联

欧盟通过对俄制裁新措施
俄称欧盟施压政策“徒劳无益”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21日电（记者任珂）
欧盟理事会21日通过欧盟委员会对俄罗斯制裁
一揽子新措施的提案，禁止俄黄金进口到欧盟，并
扩大受管制物品和技术清单，以防止俄用于军事
和国防。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对此表
示，欧盟多年来的对俄施压政策明显“没有前途”
和“徒劳无益”，但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灾难性后
果“越来越明显”。

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项名为“维护
和调整”的一揽子措施规定，禁止直接或间接购
买、进口或转让原产于俄罗斯并从俄罗斯出口到
欧盟或任何第三国的黄金。珠宝也在禁令范围
内。新措施还扩大了受管制物品清单，防止俄罗
斯获得可能用于军事和国防的物品，并加强对军
民两用和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