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 日，阿富汗帕克提卡省的地震灾民领取中国援
助的物资。

6 月 22 日，阿富汗东南部发生强烈地震，造成 1000 多
人遇难，近 2000 人受伤，数万座房屋被毁。中国政府第一
时间决定向阿富汗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
援助，相关援助已于近日陆续运抵阿富汗。

新华社发（萨卜伍恩摄）

阿富汗地震灾民
领取中国援助物资

编辑：梁丽春 见习编辑：谢佳宁 校对：李兰国际新闻6 2022年 7月 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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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先下手为强”

6 月早些时候，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俄气）以技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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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原计划在今年年底将天
然气库存比例提升到90%，以应对
未来的“气荒”，目前各国都在争相
储气，平均储气量已经超过 50%。

俄罗斯选择在此时对天然气供应
下手，立即让欧盟陷入被动，届时
中小企业和受影响严重的家庭能
否安然过冬面临不小压力。

欧盟仓促应对“气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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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大学天然气专家刘
毅军教授对记者表示，俄罗斯大幅
减少对欧供气，欧洲又决定大幅减
少对俄能源依赖，其天然气缺口将
十分巨大，煤电重启和寻求新气源
无法在短期内弥补缺口，从而加剧

“气荒”危机。

高通胀加大衰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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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观察·

俄欧“斗气”欧经济民生承受重压
新华社记者 陈文仙

叙利亚军方说

以色列空袭叙西北部地区

新华社大马士革 7月 2日电（记者汪健）叙利
亚军方 2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导弹当天黎明时分
袭击叙西北部塔尔图斯省，造成2名平民受伤。

声明说，以色列自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以
西的地中海上空，向塔尔图斯省南部哈米迪耶镇附
近地区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 2
名平民受伤，部分设施损毁。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军多次以打击伊
朗军事设施为由空袭叙境内目标。叙利亚和伊朗
政府均否认伊朗在叙有驻军。

7 月 2 日，在叙利亚西北部塔尔图斯省，人们查
看空袭后受损的建筑。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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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衰退之忧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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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报季或引发新一轮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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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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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巴基斯坦西南部一客车坠谷
致19死12伤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 3日电（记者 蒋超）据巴
基斯坦媒体报道，巴西南部俾路支省 3日上午发生
一起客车坠入山谷事故，造成至少19人死亡、12人
受伤。

报道说，事发客车由首都伊斯兰堡开往俾路支
省首府奎达，车上载有 30 多名乘客。事发客车司
机在雨中超速行驶，导致客车坠入山谷。

警察和救援人员在事故发生后立即赶往现场。
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多人伤势严重，
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报道还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已发
表声明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指示有关部门全
力抢救伤者。

巴基斯坦交通事故频发，原因多为车辆老化、
路况不佳以及驾驶人员缺乏安全意识。

以色列军方说

击落3架
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2日电（记者 王卓伦 尚昊）
以色列国防军 2日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发射
的3架无人机在飞往卡里什天然气田的途中被以军
击落。

声明说，这3架无人机试图进入以色列“专属经
济区”上空。其中一架无人机被以军 F16 战机击
落，另两架无人机被以海军的“巴拉克”防空导弹击
落，其残骸已坠入地中海。初步调查显示，无人机
在飞行过程中未对以方构成真正威胁。

以国防部长甘茨随后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时刻
准备对威胁其基础设施的活动进行反击。真主党

“破坏了黎巴嫩就海上边界达成协议的能力”。
以色列能源部上月宣布一艘天然气钻井船抵达

卡里什天然气田，并计划于 9月开始作业。黎巴嫩
指责以方这艘船进入“争议地区”，并警告以方不要
在争议水域采取“侵略行动”。

以色列和黎巴嫩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均坚持
一片大约860平方公里的地中海海域属于本国专属
经济区。近年勘探发现该争议海域蕴藏丰富天然
气资源。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月，在美国调解
和联合国主持下，以黎双方就海上边界划分举行了
5轮间接谈判。由于在完成划界所要遵循的技术标
准上存在分歧，第6轮谈判被无限期推迟。

德国和爱尔兰外交部长 7
月 3 日谴责英国政府提出的修
改《北爱尔兰议定书》法案单方
面破坏“脱欧”协议。

英国《观察家报》3 日刊登
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和爱尔兰外长西蒙·科文尼发
表的联合评论文章。文章写
道，英国单方面破坏两年前才
签订的一项国际协议，这不具
有任何法律或政治合理性。英
国政府提出的议定书修改法案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
成一系列新的不确定性，使问
题更加复杂。

“不幸的是，英国政府没有
选择带着诚意接受这些建议。
英国没有走合作与对话之路，
而是选择了单边主义。”文章
说。

英 国 与 欧 盟 2019 年 签 署
“脱欧”协议，除了约定英国退
出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后
双方经贸合作应遵循的规则，

还签署了《北爱尔兰议定书》，
同意北爱地区保持与欧盟成员
国爱尔兰跨境人员和货物往来
畅通，不设边检设施，继续遵循
欧盟经贸规则，以维护 1998 年
北爱和平协议的成果。

但是，为了防止英国其他地
区的货物绕过欧盟监管、经北
爱流入欧盟市场，议定书规定
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货物运入北爱地区时必须接受
边检。反对者认为，这意味着

在大不列颠岛与爱尔兰岛之间
的爱尔兰海设立一道海关边
界。

英国政府当初为达成“脱
欧”协议作了妥协，实现“脱欧”
后却不断表达“反悔”之意。尽
管欧盟一再警告，英国政府6月
早些时候仍正式提出修改《北
爱尔兰议定书》法案，交由议会
审议。议会下院 6 月 27 日“二
读”通过这一法案，定于 7月 13
日再次讨论。 （新华）

英国欲修改北爱议定书
德国和爱尔兰外长发声谴责

研究发现
基因技术可助宇航员
在太空中快速诊病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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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调显示：

韩国总统支持率降至45%
韩国民意调查机构 3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总统尹锡悦支持率降至45%，不支持率为51%。此
前，另有两项民调显示他的不支持率高于支持率。

韩国民调机构“研究视野”6月 28日至 30日对
全国 1000 名成年人展开调查，让他们评价尹锡悦
的施政表现。结果显示，45%的调查对象认可尹锡
悦上任后的表现，51%的调查对象持否定态度。

这项民调误差率为正负 3.1 个百分点。从年龄
来看，50多岁的调查对象对尹锡悦“差评”最多，其
中 61%不满他的施政表现，较 5月举行的上次调查
增加22个百分点。政治保持中立的群体中，58%给
予尹锡悦负面评价，高于上次的37%。

上月底，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和韩国社会舆
论研究所分别发布民调结果，显示尹锡悦支持率下
降、不支持率上升，并且不支持率高于支持率。

尹锡悦 5月 10日就任韩国总统。“研究视野”5
月 28日至 30日所作民调显示，这位新总统当时支
持率为53%，不支持率为40%。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