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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方罔顾事实，炮制中国
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世纪谎言，以
所谓“强迫劳动”问题为借口制裁打压
相关企业。美方频打“新疆牌”，全然
不顾全球产业链的紧密联系，无视美
国消费者的利益，令受制裁波及的众
多美国本土企业叫苦不迭。

上届美国政府大肆炮制所谓新疆
“强迫劳动”谎言。2020 年 6 月，特朗
普政府将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
策法案”签署成法，随后出台制裁措
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多次发布

“暂扣令”，在海关扣留新疆地区企业所
产光伏、棉花、纺织服装和电子产品等。

本届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制裁范

围，并在 2021 年底批准所谓“维吾尔
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成为法律。该法
定于今年 6月 21日正式生效，将新疆
生产的全部产品均推定为所谓“强迫
劳动”产品，并禁止进口与新疆相关的
产品。

美方频打“新疆牌”的负面影响已
波及美国诸多行业。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网站显示，今年2月以来，在美上
市的 16 家公司就涉疆法案可能会对
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布风险提示，
这些公司涉及零售、汽车、新能源和医
疗器械等行业。

其中，太阳能产业所受冲击尤为
严重。美 FTC 太阳能公司首席执行

官肖恩·洪克勒表示，“暂扣令”显著抑
制了光伏组件的进口，导致相关企业
限制甚至停止生产、暂停发货，致使美
国光伏产业近期发展受限。

据挪威吕斯塔德能源公司分析，
原本预计美国在2022年将新增太阳能
发电能力27吉瓦（1吉瓦为10亿瓦），但
由于受到美商务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
查、边境管理部门扣留货物、太阳能组
件成本升高等影响，今年美国实际新增
太阳能发电能力可能仅为10吉瓦。

新疆地区是全球棉花最主要的产
地之一，美国政府的一纸禁令令本土
纺织行业面临巨大风险。美零售商迪
拉德有限公司表示，美政府的“暂扣

令”将影响到包括该企业含棉产品在
内的全球供应链。全面阻止从新疆进
口商品的立法可能会导致商品成本攀
升，并对企业盈利造成冲击。

美电动汽车制造企业卢西德集团
也多次警告说，涉疆法案可能进一步
限制电子配件、矿物提取物、织物和可
再生能源产品的进口，将对公司的产
业链、成本控制和运营带来实质性的
负面影响。

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杰弗里·凯斯勒日前表示，涉疆法
案涵盖范围广泛，将对美国企业从中
国的进口业务造成严重干扰。

据新华社纽约电

美国频打“新疆牌”令本土企业叫苦不迭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友谊源远流长、跨越山海。近年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南南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图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当地民众
跳起传统舞蹈，欢迎执行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 新华社发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蓬勃发展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每年
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充满欢
乐的时刻。但对于那些生活仍
受战乱、贫穷和安全问题困扰
的孩子们来说，今年的儿童节
他们怀揣的心愿，是企盼一个
个更美好的未来。

图为六一前夕，在卢旺达
北方省的坦达学校，学生们向
记者招手问好。卢旺达坦达学
校校长加库巴说：“这些礼物是
中国人民与我们学校、与卢旺
达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

新华社记者 吉 莉 摄

多国儿童诉说节日心愿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1日电
（记者康逸） 在日前召开的欧盟特
别峰会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就对
俄罗斯第六轮制裁达成一致，将立
即禁止进口75%的俄罗斯石油，通过
管道供应的石油暂时例外。分析人
士认为，近期欧洲能源市场动荡、食
品价格飙升，欧元区通货膨胀水平
全面上升，欧盟最新举措或将导致
通胀上行风险加剧，令欧洲央行货
币政策承压。

欧盟统计局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5 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
8.1%，连续第七个月创历史新高，远高

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的通胀目标。
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
心通胀率为3.8%，也超过市场预期。

欧洲主要经济体中，德国5月通
胀率为8.7%，法国为5.8%，意大利为
7.3%，西班牙为 8.5%，均处于高位。
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斯洛伐克、
希腊的通胀率均高达两位数。高盛
集团预计，欧元区整体通胀率9月将
达到 9%的峰值。欧盟委员会预计，
2022年欧盟通胀率将达到6.8%的历
史最高水平。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当前欧元
区通胀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数

据显示，5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大
涨39.2%。

分析人士指出，欧盟对俄石油
制裁强化了油价将维持高位的预
期，并将延缓整体通胀下降的时间，
进一步对欧洲企业和家庭造成冲
击。现阶段，欧盟进口的石油大约
30%来自俄罗斯，其中大约三分之二
从海路运抵，三分之一由管道输
送。对俄石油实施部分禁运将令欧
盟能源供应更加短缺。欧洲央行行
长拉加德此前表示，进一步抵制进
口俄能源将产生重大影响，在一些
国家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欧盟对俄制裁加码或推高通胀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承压

5月3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左）和欧洲
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欧盟特别峰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为期两天的欧盟特别峰会5月31日结束。除决定对俄罗斯实施部分
石油禁运外，欧盟还决定增强自身防务能力，逐渐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欧
洲理事会在会后发布的文件中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导致欧盟
的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欧盟需要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变得更强大。欧
盟将坚决落实“战略指南针”行动计划，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和欧盟-北约
合作，并增强其韧性。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欧盟决定提高防务能力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

5月31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的城市广场，人们悼念
枪击事件遇害者。

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5月24日发生恶性校园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这是美国近十年来遇害人数最多的
一起校园枪击事件。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美国尤瓦尔迪

民众哀悼枪击事件遇害者

据新华社洛杉矶5月 31日电
（记者谭晶晶） 今年上半年的全球
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日前揭晓，首
次入榜的美国超级计算机“前沿”位
列榜首，这是全球首台运算能力达
每秒 100 亿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算。
中国共有173台超算上榜，上榜总数

蝉联第一。
榜单介绍称，美国能源部下属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开发的超算“前
沿”运算峰值速度超过每秒100亿亿
次。

榜单显示，中美两国是上榜超
算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超算500强

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两国。中国共
有 173 台超算上榜，总数蝉联第一。
从制造商维度看，中国联想是目前世
界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制造商。

榜单十强中有两台超算来自中
国，分别是位列第六的“神威·太湖
之光”和第九的“天河二号”。

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出炉

美国百亿亿次级超算夺冠 中国上榜数量最多

新华社新加坡 6 月 1 日电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5月31日说，新
中关系基础牢固，合作领域广泛，
两国友好合作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哈莉玛在接受中国新任驻新
加坡大使孙海燕递交国书时说，新
中一系列大项目合作成效显著，两
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未来发展达

成了重要共识，描绘了美好愿景。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新中友好
合作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孙海燕说，中新关系是邻国之
间和大小国家之间友好相处、合作
共赢的典范。她将同新加坡政府
和各界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
人共识，推动中新关系发展。

新加坡总统表示

新中友好合作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纽约6月1日电（记者
刘亚南）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
刊发社论，呼吁拜登政府尽早取消
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

社论说，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是前总统特朗普留下的烂摊
子之一，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一
个失败。拜登早该取消这些关税，
而不是等待持续数月的对华加征
关税复审程序。

社论说，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通胀。拜登称降低通胀是
其内政“头等要务”，告诉民众他在

“竭力”降低通胀，但令人吃惊的是
他还没有取消或削减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

社论援引美国智库彼得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说，如果
取消对华产品加征的关税，美国消
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将很快下降0.3
个百分点，并在一年后下降1个百
分点以上。

截至 5 月 31 日，在《华盛顿邮
报》网站上，对这篇社论的数百条
留言中，大多数读者赞成取消对华
加征关税。

《华盛顿邮报》刊文称

白宫应尽早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联合国 5 月 31 日电
（记者王建刚）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张军5月31日表示要坚持真正的多边
主义，强调防扩散问题是全球性挑战，
解决防扩散问题离不开多边合作，离
不开联合国引领。

张 军 在 当 天 举 行 的 安 理 会 第
1540号决议全面审议公开会上呼吁，
各方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重视彼此合理安全关切，消
除扩散动因，致力于实现普遍安全、共
同安全。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强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
制，维护安理会权威，坚持通过对话协
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防扩散热点问题。

张军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基
石，是战后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中方呼吁用真正多边主义
解决防扩散问题

新华社哥本哈根5月31日电
（记者林晶） 因拒绝以卢布支付俄
罗斯天然气款，丹麦沃旭能源公司
和荷兰加斯特拉能源公司 5 月 31
日分别收到了俄方停止天然气供
应的通知。

沃旭能源公司当天在一份新
闻公报中证实，因该公司拒绝向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出口公司（俄气）以
卢布支付天然气款，俄方通知将从6
月1日起停止对其供应天然气。

公报说，公司已做应对准备以
降低丹麦和瑞典大型商业客户的

“断气”风险，并将不得不在欧洲市
场上寻找其他渠道购买天然气。

当天早些时候，因荷兰加斯特
拉能源公司未支付4月1日起所拖
欠的天然气供应款，俄气宣布即日
起停止向其供气。

此前，芬兰、保加利亚及波兰

的天然气公司因同样原因陆续被
俄“断气”。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
的数据显示，俄乌冲突爆发前，欧
盟40%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
这一比例现已下降到大约 26%。
欧盟希望这一比例到今年年底降
至13%。

英国《金融时报》5 月 27 日援
引欧盟委员会分管能源事务的委
员卡德丽·西姆松的话报道，欧盟
国家正在快速提高处理液化天然
气的能力，尽可能多地储存天然
气，以应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完全
中断的可能。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欧
盟等对俄罗斯施加多项经济制
裁。俄总统普京于 3 月 31 日签署
总统令，自 4月 1日起，俄方向“不
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将
改用卢布结算。

丹麦和荷兰公司因拒绝
以卢布支付俄天然气被“断气”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31 日电
（记者邓仙来） 美国白宫 5月 31日向
媒体透露，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中程火箭弹发射系统在内的价值7亿
美元的新一轮安全援助。

白宫匿名官员当天在为媒体举行
的电话吹风会上表示，美国新一轮对
乌克兰安全援助包括少量中程火箭弹
发射系统、直升机、“标枪”反坦克导弹
和战术装甲车等。

白宫官员说，美国此次援助的“高
机动性多管火箭弹系统”可以发射射
程约 70 公里的中程火箭弹和射程约
300公里的远程火箭弹。但美国只向
乌克兰提供中程火箭弹，目的是使乌
军能够更精准地打击本国战场上的俄
罗斯军事目标。乌克兰已向美方保
证，不会使用这种火箭弹系统打击俄
境内目标。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
中程火箭弹发射系统

据新华社开罗5月31日电（记者
姚兵） 第 15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埃及赛区决赛5月31日在开
罗大学落幕。

据主办方介绍，比赛包括主题演
讲和中华才艺展示环节。在主题演讲
部分，10 名选手围绕“追梦中文、不负
韶华”主题分享了自己与中文结缘的故
事。在才艺展示部分，选手们带来了中
文歌曲、扇子舞、葫芦丝、诗朗诵等。

来自埃中友好示范学校的娜什
瓦·法赫米获得本次比赛特等奖，将代
表埃及参加全球决赛。法赫米对新华
社记者说，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给她
的生活增添了很多色彩。本次比赛由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开罗大学和埃中
友好示范学校共同举办。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
比赛埃及赛区决赛落幕

新华社拉姆安拉6月1日电（记者
柳伟建）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5月31
日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要求美
方在巴以问题上将言论转化为实际行
动，对以色列侵犯阿克萨清真寺等单方
面措施不应局限于谴责或保持沉默。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阿巴斯
在电话中指责以色列违背其签署的协
议和承诺，采取单方面措施侵犯阿克
萨清真寺，并表示当下巴以局势的进
展“完全不可接受”。

阿巴斯同时呼吁美方将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从恐怖主义名单
中删除，并重新开设美驻耶路撒冷总
领事馆和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

布林肯在电话中说美国将坚持
“两国方案”，并将重新开设美驻耶路
撒冷总领事馆。他同时表示，美近期
将派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为
拜登总统访问做准备。

巴勒斯坦总统表示
在巴以问题上美方
应将言论转化为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