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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关闭
加剧“气荒”

根据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此
前发布的通告，“北溪-1”两条天
然气管道支线将于11日至 21日
暂时关闭，进行常规维护。这项
维护涉及测试机械部件、自动化
系统等，旨在确保天然气管道可
靠、安全和高效运行。

俄天然气市场专家季伊万·
莫宁表示，受管道暂时关闭影
响，7月“北溪-1”供气量可能降
至13亿立方米，与6月相比降幅
近 60%。数据显示，5 月经该管
道对欧供气量为 54亿立方米，6
月为32亿立方米。

俄罗斯是欧盟最大天然气和
原油供应国。2011年建成的“北
溪-1”天然气管道东起俄罗斯维
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
国，向欧盟多国输送俄罗斯天然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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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一名
发言人 11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书
面采访时确认，公司已经开始对
管道展开维护，天然气供应量将
在工作开始后几小时内受到限
制。

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公司
11日发布声明说，俄气已表示自
当日起对埃尼公司的供气量从
每日3200万立方米减至2100万
立方米。据斯洛文尼亚媒体报
道，俄罗斯对斯洛文尼亚主要天
然气分销商吉奥普林公司的供
应量可能比平时减少25%。

“北溪-1”管道关闭维护
加剧欧洲能源困境

新华社记者 朱 晟

这是 7 月 11 日清晨在德国北部城市卢布明拍摄的“北溪-1”输气管道相关设施。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12日电（记者 康逸）欧元集团
会议1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当前全球背景下欧元
区经济状况、政策挑战以及如何应对当前高企的通货膨胀。

欧盟委员会当天向与会的欧元区财政部长介绍了当前
经济状况。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再次下调今年的经济增长
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但表示目前欧洲经济并未出现衰
退迹象。欧盟委员会将于 14日公布最新的夏季经济展望
报告。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鉴于当
前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将下调今明两年经济增长
预测。他同时警告说，能源价格持续高企正逐渐影响到经
济的其他领域，令通胀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和普遍。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真蒂洛尼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当前欧洲经济正处于困境之中。乌克兰危机打
击经济信心，推高通胀，引发高度不确定性。他说，欧盟计
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天然气进口带来的通胀压力。

在财政政策方面，欧元集团讨论了欧元区预算状况以
及2023年财政政策方向。欧元集团主席多诺霍表示，将致
力于保持债务可持续性和长期增长前景，并避免增加通胀
压力。

今年5月，在乌克兰局势对欧盟经济影响的评估中，欧
盟委员会将欧盟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2月份预测的 4%下
调至2.7%，将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8%下调至2.3%，并
预计今年欧盟通胀率为6.8%，2023年将降至3.2%。

欧元集团会议
聚焦应对高通胀

新华社科伦坡 7月 11 日电（记者 车宏亮）
斯里兰卡议长阿贝瓦德纳 11 日说，斯议会将于
本月20日选举产生新总统。

阿贝瓦德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斯政党领导人当
天举行会议。根据会议达成的决定，议会将于本月
15日召开会议，19日接受总统人选提名，20日选
举产生新总统。新总统将负责组建各党派参与的
政府。

斯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 9日告知阿贝
瓦德纳，他将于本月13日辞职。

斯总理办公室 9日也发表声明说，总理维克
拉马辛哈愿意辞职，以利于组建各党派参与的新
政府。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9日爆发抗议活动。当
天下午，维克拉马辛哈要求举行紧急政党会议，
以讨论当前局势并寻求解决方案。多数政党领
导人要求总统和总理立即辞职，并尽快组建各党
派参与的临时政府。

斯里兰卡议会
20日将选举产生新总统

新华社莫斯科 7月 11 日电（记者 耿鹏宇）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
电话，讨论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及乌克兰局势等热
点问题。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土计划近期举行
高级别会晤。两国领导人在11日的通话中就一
系列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了讨论，重点关注进一
步强化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完善经贸合作法律基
础、扩大双边贸易量、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以
及继续俄能源不间断供应等措施。

消息说，双方继续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包
括加强协调以保障黑海航行安全和粮食出口安
全。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11日发布的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总统约瑟夫·拜
登上月底签署的控枪法案，但认为新法力度不
够，难以有效减少国内泛滥的枪支暴力。

皮尤研究中心上月 27日至本月 4日对 6174
名美国成年人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支持控枪新
法人数占比达 64%，21%的调查对象不支持新
法，15%不确定。

不过，对于这一由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协力
推动的控枪立法能否有效减少枪支暴力，78%的
调查对象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其中，42%认为新
法作用不大，36%则认为“完全没用”。

此外，63%的调查对象希望国会通过新一轮
控枪立法，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美国国会参议院上月 23日通过一份针对枪
支暴力的跨党派法案，众议院次日审议通过，拜
登随后签署成法。然而，控枪派一些关键主张未
在法案中得到体现。比如，禁止出售在一系列重
大群体性枪击事件中出现的突击步枪和大容量
弹匣。

批评者认为，该法案只是一份“两党妥协版”
“力度打折版”的控枪法案。（新华社微特稿）

民调：

多数美国人支持控枪新法
但认为难减枪支暴力

俄土领导人通电话

讨论双边经贸合作
及乌克兰局势

据新华社洛杉矶 7月 11日电（记
者 谭晶晶）美国总统拜登 11 日在白
宫公布了首张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
镜拍摄的全彩宇宙深空图像，拍摄的
是“SMACS 0723”星系团。美国航天
局表示，这是迄今最遥远、最清晰的
宇宙红外图像。

美国航天局表示，“SMACS 0723”

星系团的总质量使其可以产生“引力
透镜”效应，放大了它背后更遥远的星
系。韦布空间望远镜的近红外相机将
这些遥远的星系清晰聚焦，它们具有
以前从未见过的微小、微弱结构，包括
星团和漫射特征等。随着韦布望远镜
对宇宙中最古老星系的观测，研究人
员很快将开始更深入了解这些星系的

质量、年龄、历史和成分。
韦布空间望远镜由美国航天局与

欧洲航天局、加拿大航天局联合研究开
发，被认为是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继任
者”。韦布空间望远镜的任务目标包括
观测135亿多年前的宇宙中第一批星
系是如何诞生的，研究星系演化的各阶
段，观察恒星及行星系统的形成等。

美国公布韦布空间望远镜宇宙图像
展示遥远星系团

7 月 12 日，人们在韩国首尔街头行走。
韩国新冠疫情近期出现反弹趋势。韩国中

央防疫对策本部 12 日通报，截至当天零时，韩国
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3.7 万例。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韩国
新冠日增确诊病例超3万

热浪持续
欧洲多国警惕高温风险

西班牙和葡萄牙 11日热浪持续，多地气温超过 40摄
氏度，干旱、野火等问题严峻。法国和英国同样将迎来酷
热天气。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数据，距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约161公里的坎德莱达镇11日最高气温高达43.3摄氏度，
南部塞维利亚市最高气温达到42.4摄氏度，西南部巴达霍
斯市和梅里达市最高气温为42摄氏度。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报，塞维利亚 13日和 14日最高
气温将达到45摄氏度，巴达霍斯14日和15日最高气温将
升至46摄氏度。

西班牙同样遭遇降水缺乏，全国水库11日蓄水量为总
库容的45.3%，远低于过去10年 65.7%的同期平均水平。

在邻国葡萄牙，部分地区上周末最高气温高达44摄氏
度。高温助长了野火，已造成数十人受伤。当地官员说，
消防员 11 日控制了葡萄牙最大一处野火，这处野火烧毁
了中部欧伦地区大片区域。

根据法国气象局数据，一股热空气 11 日开始进入法
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以上，预计部分地
区 12 日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39 摄氏度。这一机构人员预
计，热浪将在16日至19日达到高峰。

与此同时，英国 11日发布橙色高温预警，即对民众及
日常生活有“高度影响”，预计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 （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11日
挺过国民议会内左翼党派联盟提出
的不信任动议。

投票结果显示，这一不信任动议
在 577 席的国民议会中获 146 票赞
成，低于动议通过所需绝对多数、即
289票“门槛”。

博尔内在议会开始投票前说，眼
下应当就法国面临的问题展开讨论，
不信任投票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

“这不公平”。
不信任动议由让-吕克·梅朗雄

领导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提
出。该党与其他主要左翼党派组成

“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成为对抗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所属中间派
联盟“在一起”的最大反对派联盟。

鉴于右翼政党法国共和党和极右
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投票前已明确
表示不会支持左翼联盟提出的不信

任动议，法国舆论普遍预测此次动议
无法获得通过。

路透社认为，尽管投票结果没有
争议，却足以体现左翼联盟向马克龙
政府施压的意图。

马克龙 5 月任命博尔内为总理。
但在 6月国民议会选举中，马克龙阵
营未能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施政面临
更多阻力，立法时需“一事一议”，逐次
争取多数议员支持。（新华社微特稿）

这是 7 月 11 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拍摄的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首批照片公布报告会现场。新华社/美联

法国总理挺过议会不信任动议

民意调查：

阿拉伯国家民众
对西式民主失去信心

据新华社伦敦7月11日电（记者 杜鹃）英国
广播公司日前报道，国际民意调查机构“阿拉伯
晴雨表”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中东、北非地区
的阿拉伯国家民众正在对西方式民主制度能为
经济带来稳定失去信心。

这份报告说，2021 年底至今年春季近 2.3 万
受访者中，大多数人认同西式民主制度下的经济
是脆弱的。

报告说，中东和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越来
越关注与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相关的潜在问题。
过去 10年，特别是过去 5年，该地区越来越多的
民众认为，西式民主制度不利于提振经济、维护
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推动政府行事果断。例如，
与10年前相比，突尼斯人和伊拉克人现在认为西
式民主制度存在上述限制的比例增加了近 50个
百分点。

报道说，半数以上受访民众认为或者强烈认
为，他们更加关注政府能否有效推动政策实施，
而不是政府的形式。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 11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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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溪-1”目前是俄罗斯对欧洲主要输气管道，该管道关闭维护将加剧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分析人士
认为，短期内欧洲难以找到合适气源，若天然气价格应声飙升，欧洲通胀将再度加剧，波及民生。

“北溪-1”管道关闭维护令
欧洲天然气供应形势雪上加霜，

“开源节流”以应对能源短缺成
为欧盟的当务之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日前表示，今年下半年欧盟理事
会的主要议题有三：再思考、再
建设、再供能。欧委会正加紧起
草一项紧急预案，以免供气中断
时措手不及。

6 月底，欧盟理事会批准一

项规定，要求成员国天然气库存
今冬前至少达到其储气能力的
80% ，并 在 下 个 冬 季 前 达 到
90%，且成员国之间可共享天然
气。

为实现“开源”，欧盟努力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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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获得更多天然气供应。
但分析人士指出，欧盟要从以色
列大幅增加天然气进口，将面临

成本高、工期长等问题。
在“节流”方面，据意大利

《共和国报》报道，意政府制定了
降低国内天然气消费量的计划，
措施包括减少城市内外公共照
明时间、夜间关闭历史遗迹和建
筑照明等。

意大利生态转型部长罗伯
托·钦戈拉尼表示，近期将在意
大利发起一项家庭节约能源的
行动。

转向煤电
难解能源困局

由于欧洲天然气供需缺口巨
大，仅靠寻求新气源或降低消费量
无法在短期内弥补缺口，不少欧洲
国家近期纷纷宣布重开煤电厂或
采取措施支持煤电。分析人士指
出，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让欧盟遭
到制裁“反噬”，重启煤电难以让欧
洲走出能源困局。

此前支持能源转型的欧盟官
员，在一些成员国不得不转向煤电
之时变得闪烁其词。负责内部市
场的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东近日
对媒体表示，只要一个国家向其他
国家证明在获取天然气供应方面
已尽其所能，便可重启煤电厂。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日
前发表声明说，为应对天然气供应
大幅减少，德国将采取一系列紧急
应对措施，包括限制使用天然气发
电，转而更多利用煤电。

德国政府此举有悖于其此前制
定的逐步淘汰煤电的计划。根据
现任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德
国将在“理想情况下”把淘汰煤电
的时间从2038年提前到2030年。

奥地利政府此前同样宣布重开
南部城市梅拉赫的一家煤电厂，以
应对能源短缺。希腊政府也宣布，
为确保能源供应稳定，该国将在
2024年之前增加50%的煤炭产能。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转向煤
电不仅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欧洲能
源短缺问题，还将扰乱欧洲国家新
能源发展计划，对欧盟到2050年实
现“碳中和”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新华社柏林7月12日电）

“开源节流”成当务之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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