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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金正恩发表施政演说
阐述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记者
杜鹃 许凤）英国登基委员会10日在
位于伦敦的圣詹姆斯宫正式宣告查
尔斯三世为英国君主。

10日上午的仪式中，登基委员会
正式宣布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

消息，随后宣告查尔斯三世为君主。
登基委员会由王室成员、政府官员、
神职人员等组成。

查尔斯三世现年73岁。他当天
在仪式上说，伊丽莎白二世为他树立
了榜样，他深知继承了这份深厚遗

产，也深知重大责任。
按英国王室传统，未来将举行君

主加冕仪式，但具体时间尚未公布。
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是

国家元首。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君
主以后，其长子威廉王子成为王储。

英国登基委员会 10 日正式宣告
查尔斯三世为英国君主。

查尔斯三世是已故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的长子，生于1948
年11月14日。查尔斯三世毕业于剑桥
大学，曾在军中服役，获直升机飞行员
资格，还出任过海军“布罗宁顿”号扫雷
舰指挥官。

查尔斯三世1952年成为王储，是

英国历史上待位时间最久的王储。
作为王储，他着力推动慈善和环境保
护等事业。近年来，女王逐渐减少工
作量，部分职责交由他履行。今年 5
月，他代替母亲出席英国议会新一年
会期开幕仪式。

伊 丽 莎 白 二 世 本 月 8 日 去 世
后，查尔斯三世继承王位。他 9 日
以国王身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将

以母亲为榜样，在有生之年为民众
服务。

根据英国王室传统，未来还将举
行新君主的加冕仪式，具体时间尚未
公布。

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新君主后，
其长子威廉王子成为王储。

（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 记者
杜鹃 许凤）

新华社伦敦9月 9日电 （记者杜
鹃 许凤）英国政府9日说，全国进入哀
悼期，以悼念日前去世的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

英国政府当天在官网发布消息说，
全国哀悼期将持续至国葬日结束。在
此期间，王室住宅、政府大楼和军事机
构降半旗。英国政府对商业运营、公
共服务、体育赛事等未做强制要求，但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已决定推迟多场
比赛。

白金汉宫同日发表声明说，王室成
员、工作人员等将进行王室哀悼，时间
持续至国葬后第七天。国葬的具体日
期将适时公布。

大批民众9日聚集在白金汉宫外表

达哀思，不少人到温莎城堡等王室宫殿
外敬献鲜花。英国首相特拉斯、反对党
工党党首斯塔默等人在议会下院发言，
向已故女王致敬。

中午时分，威斯敏斯特教堂、圣保罗
大教堂和温莎城堡敲响钟声。下午，海德
公园、伦敦塔等地鸣放礼炮。傍晚，圣保
罗大教堂举行祈祷仪式。

新任国王查尔斯三世9日傍晚在电
视讲话中说，伊丽莎白二世是他和所有
家人的榜样，感谢女王这些年对王室和
国家的付出。他同时表示将以母亲为
榜样，在有生之年为民众服务。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日在苏格
兰巴尔莫勒尔堡去世，终年96岁。她的
长子、现年73岁的王储查尔斯继承王位。

今年以来，在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
乌克兰危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
位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拉美主要经济体
本币汇率下跌，进口成本增加，输入性通
胀日益严重。为此，巴西、阿根廷、智利、
墨西哥等国近期纷纷采取跟进加息的应
对措施。

观察人士指出，拉美主要央行的加
息举措对缓解通胀效果有限。今年乃至
未来数年，拉美将面临通胀压力加大、投
资下滑等挑战，或重回低增长水平。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
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通胀率达7.4%，为
2002年4月以来最高纪录。自今年1月
以来，阿根廷累计通胀率已达46.2%。

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数
据显示，墨西哥 7 月年化通胀率达到

8.15%，是 2000 年以来的最高值。智
利、哥伦比亚、巴西和秘鲁等拉美经济
体近期陆续公布的通胀数字同样难言
乐观。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拉加经委会）8月底发布报告指出，拉
加地区今年6月平均通胀率达到8.4%，
几乎是该地区2005年至2019年平均通
胀率的两倍。外界担心，拉美地区可能
正经历上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后
最严重的通胀。

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对拉美经济的
担忧并非没有依据。上世纪70年代末
至80年代初，金融全球化加速推进，国
际资本市场充斥“石油美元”，拉美国家
外债规模不断膨胀。美国为抵御通胀开
启加息周期，利率攀升导致拉美国家难

以承受进而陷入债务危机。上世纪80
年代也因此被称作拉美“失去的十年”。

为应对本币贬值、减少资本外流、降
低债务风险，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
等国近期纷纷跟随甚至先于美联储加
息，其中调息次数最多、幅度最大的是巴
西。自去年3月至今，巴西央行已连续
加息 12 次，将基准利率逐步提高至
13.75%。

8月11日，阿根廷央行将基准利率
提高9.5个百分点至69.5%，这标志着阿
根廷政府对通胀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同日，墨西哥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0.75
个百分点至8.5%。

经济学家指出，本轮通胀主要是输
入性通胀，加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
题。加息还增加了投资成本，抑制经济

活力。
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亚洲研究中

心主任卡洛斯·阿基诺说，美联储持续加
息让秘鲁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美国的
金融政策历来只考虑本国经济利益，通
过金融霸权“转嫁”矛盾，让别国付出惨
重代价。

拉加经委会8月底将今年地区经济
增长预期调高至2.7%，高于今年1月和4
月预测的2.1%和1.8%，但远低于该地区
去年6.5%的经济增速。拉加经委会临
时执行秘书马里奥·西莫利说，该地区需
要更好地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
增长，增加投资，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并
控制通胀。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9日电 记
者陈威华 赵焱）

查尔斯三世
正式成为英国君主

英国新国王查尔斯三世

英国进入全国哀悼期
悼念已故女王

输入性通胀困扰拉美经济

9月9日在英国伦敦拍摄的悼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电子屏。
新华社发（史蒂芬·程摄）

⬅今年以来，巴西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应对高通胀。图为一名顾客在巴西圣保罗的菜市场付款。 新华社/法新
⬆阿根廷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上升。图为人们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市场内排队购物。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首尔9月10日电 朝中社
10日全文刊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8日在平壤举行的朝鲜第十四届最高
人民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发表的施政演
说。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阐述了国家
经济发展计划推进和疫情防控工作。

金正恩表示，朝鲜政府要推进完成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国
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他强调，“当务
之急是解决吃的问题和消费品问题”，
为此要继续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
轻工业。但他预计，农业生产条件和

环境今后会变得更为不利，须采取应
对措施。

金正恩还着重总结了疫情防控工
作。他指出，尽管朝鲜克服了“建国以
来第一次面临的威胁性公共卫生危
机”，但卫生保健部门迫切需要提高防
疫水平和能力。在国产药品无法满足
所有需求的情况下，要进口药品满足治
疗和保健需求。

金正恩指出，要促进国家防疫能力
建设。针对疫情形势，要切实施行疫苗
接种，同时提倡全国民众戴好口罩。

巴西总统选举临近 前总统卢拉领跑民调
巴西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参加10月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中，前总
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处
于领跑地位，高于现任总统雅伊尔·博
索纳罗，但两人差距缩小。

巴西福利亚民意调查公司9日发
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总统选举第一轮
投票中，45%的调查对象表示将支持劳
工党候选人卢拉，34%的调查对象选择
支持自由党候选人博索纳罗。

如果投票进入第二轮，53%的调查
对象表示将投票给卢拉，39%将投票给

博索纳罗。
按福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说法，卢

拉的支持率近期有所下滑，而博索纳罗
支持率呈追赶势头。两人支持率一度
相差29个百分点，如今缩小至14个百
分点。

本届巴西总统选举将于10月2日
举行第一轮投票。如没有候选人得票
过半，则得票最多的两人将在第二轮投
票中决出胜负。第二轮投票定于10月
30日举行。竞选宣传活动已于8月16
日启动。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伊朗认为美国是“断交事件”幕后黑手
以伊朗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网络攻

击为由，美国9日宣布制裁伊朗情报
部。伊朗外交部10日强烈谴责美方决
定，认为美国构陷伊朗，是推动阿方与
伊朗断交的幕后黑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
说，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制裁伊朗情报
部，“对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错误指认，美
国予以立即支持……这表明设计这出
戏码的不是阿方，而是美国政府”。

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7日宣
布，因遭到伊朗网络攻击，阿方决定与
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伊朗外交部说，阿
方指控“毫无根据”，断交决定背后“存

在一个预先设计的计划”，旨在营造反
对伊朗的政治氛围。

卡纳尼指认美国“给一个恐怖组织
充分支持”，利用其开展针对伊朗的恐
怖活动和网络攻击。据报道，该组织名
为“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起初支持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随后同伊朗
政权决裂，曾在伊朗国内制造多起袭
击，被伊朗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伊朗《德黑兰时报》分析，白宫在阿
方宣布断交后马上公开声援，让人怀疑
这是美国精心策划的行为，其目的是在
伊核协议谈判中增加美方筹码。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9月底将重开边界
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两国总统9

日宣布，定于26日重新开放哥委边界
并将恢复航班往来。

国际媒体报道，这意味着两个拉美
国家关系回暖，是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
要一步。

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当
天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9月26日，
我们将开放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
的边界。首先，我们将恢复两国间的航
班和货物运输。我们重申政府对重建
兄弟关系的承诺。”

同一天，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在推特回应，委内瑞拉与哥伦比
亚26日将“共同开放边界”。此外，委
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哥伦比亚首都
波哥大、委内瑞拉第三大城市巴伦西亚
与波哥大的航班往来将恢复。马杜罗
写道：“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迎来良
好开端。”

路透社报道，暂时不清楚两国恢复
航班往来是指恢复客运还是货运。

佩特罗8月7日出任哥伦比亚总
统，改变了上届政府反对马杜罗政府的
立场，双边关系开始回暖。由佩特罗任

命的驻委内瑞拉大使8月29日向马杜
罗递交国书，标志着两国在断交3年后
恢复外交关系。哥委两国目前互派大
使，寻求恢复军事合作。

为迫使马杜罗政府下台，美国政府
拒绝承认马杜罗2018年赢得总统选举
连任，施压哥伦比亚等多个拉美国家跟
随美国支持自封“临时总统”的委内瑞
拉反对派人士胡安·瓜伊多，甚至策划
从哥伦比亚边境入侵委内瑞拉。马杜
罗政府多次指认哥伦比亚上届政府协
助美国干涉委内政，于2019年2月宣
布与哥伦比亚断交。

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陆地边境线
超过2000公里，双方时常因边境可疑
非法越境行为发生纠纷。由于两国关
系恶化，哥委边界2019年关闭。去年
10月起，哥委边界对行人开放。

美联社援引委内瑞拉-哥伦比亚
经济一体化商会数据报道，哥伦比亚与
委内瑞拉双边贸易额2014年为24亿
美元，这一数字去年降至 4.06 亿美
元。两国边境地区的商界人士多次呼
吁振兴双边贸易。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记者
孙丁）美国马里兰州东北部塞西尔县警
方9日在当地一处住宅内发现5人中
枪死亡。

塞西尔县警长办公室通报说，当天
上午，一名男子在报警电话中说有3名
儿童和1名女子遭枪击身亡，警察抵达
后在事发住宅及车库内共发现5名死
者，其中1名成年男子身边有一把半自

动手枪。
警方尚未公布死者身份及相互间

关系，调查人员正在现场展开调查。据
当地媒体报道，这可能是一起谋杀后自
杀案。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数
据显示，美国今年已有超过3万人因枪
支暴力失去生命，同时出现471起造成
至少4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美国马里兰州发生枪击案5人死亡

韩国儿童保育与教育研究所10日
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多数父
母在家中照顾子女时，让子女严重依赖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据韩联社报道，这项调查去年8月
启动，针对1500名1岁至7岁儿童的
父母。结果显示，70.2%的调查对象表
示，为了做家务不受打扰，会把智能手
机给孩子；74.3%的调查对象曾用手机
阻止孩子在公共场所哭闹；52%的调查
对象让孩子用手机学习。

调查显示，韩国儿童在父母工作日

期间日均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55.3分钟，这一数据周末攀升到97.6分
钟；20.5%的儿童在12至18月龄时开
始接触智能手机，13.4%的儿童在18
至24月龄时开始接触。

韩联社指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韩
国儿童智能手机使用成瘾问题日渐严
重。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2020年
开展的一项研究指出，35.8%的青少年
和27.3%的3岁至9岁儿童是重度依赖
智能手机的高危人群。

林淑婷（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儿童智能手机成瘾问题严重

英国登基委员会10日在位于伦敦的圣
詹姆斯宫正式宣告查尔斯三世为英国君
主。图为查尔斯三世在仪式上。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