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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6月7日电（记者
谭晶晶） 近期美国新冠疫情指标呈上
升趋势，目前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 10万例，过去 4周新增儿童感染
病例超过40万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平均日增新冠
确诊病例约 10.8 万例，平均日增死
亡病例超过 280 例，平均日增住院病
例约 4000 例。5 月 30 日是美国阵亡
将士纪念日，许多民众在纪念日假

期 外 出 旅 行 和 聚 会 ，假 期 后 第 一
天 ，美 国 新 增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超 过
17.7 万例。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美国实际新
冠感染病例数会远高于官方统计数
据，因为一些轻症患者不再去做病毒
检测，还有些人在家中检测，并不上报
结果。

近期美国儿童新冠感染病例也持
续上升。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
会6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4周

美国新增儿童新冠感染病例超过 40
万例。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
有近 1350 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今年以来新增儿童感染病例近
560万例。

虽然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的亚型 BA.2.12.1 仍然是美国主要流
行毒株，但两种新亚型 BA.4 和 BA.5
导致的感染病例已在全美各地区被发
现，并呈上升趋势。美疾控中心数据
显示，在截至4日的一周，BA.2.12.1导

致的感染病例占全美确诊病例总数的
62.2%，BA.4 和 BA.5 所占比例分别为
5.4%和7.6%。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阿希什·杰哈表示，BA.4 和 BA.5 可能
会在今年夏末或初秋成为美国流行的
主要毒株。

早期研究显示，BA.4和BA.5亚型
能够“逃脱”人们从疫苗或既往感染中
获得的免疫力，尤其是在疫苗接种一
段时间抗体水平下降之后。

美国新冠疫情指标再抬头
4周新增儿童病例超40万

为携手研究保护布氏鲸这个近岸
大型鲸类，在中泰两国有关海洋合作
项目的推动下，广西科学院等中国科
研机构与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局建立
了合作关系。在联合调查过程中，中
泰两国科研人员围绕布氏鲸调查技
术、调查方法以及其他海洋哺乳动物
的研究和数据处理方法进行了交流与
合作。

上图为中泰两国科研人员在泰
国湾对布氏鲸进行联合调查（无人机
照片）。

下图为一头布氏鲸在泰国湾浮出
海面。 新华社发

中泰两国科研人员携手保护布氏鲸

新华社柏林 6 月 8 日电
（记者朱晟 李超） 据德国媒
体 8 日报道，柏林一处商业街
当天上午发生车辆冲入人群事
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12
人受伤。

德国媒体最初报道说，约
30人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柏林
警方最新公布的消息显示，伤者
人数为 12 人，其中 4 人伤势严
重。柏林警方说，一名肇事男子
在事发现场被逮捕，尚不清楚
他是否故意驾车冲入人群。

图为6月8日，警察在德国柏
林车辆冲入人群事件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德国柏林发生车辆冲入人群事件

6月7日，救援人员在孟加拉国东南部吉大港附近的集装箱堆场火灾
现场工作。

孟加拉国东南部吉大港附近的内陆集装箱堆场4日晚起火，7日火势
终于得到控制。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集装箱堆场火势得到控制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6月
7日电（记者谢昊） 坦桑尼亚桑
给巴尔总统姆维尼 7 日在桑给巴
尔总统府会见第31期中国援桑给
巴尔医疗队，对中国在卫生领域给
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姆维尼感谢中国政府长期帮
助桑给巴尔发展卫生事业，提供医
疗设备、药品和医疗服务。他认为
中国医疗队的工作有助于缓解桑
给巴尔医院专科医生的短缺，称赞
医疗队开展的培训工作有利于提
高当地医生的临床技能。

见面会上，中国医疗队向桑给

巴尔卫生部门捐赠了包括便携式
心脏彩超、心电图机、除颤仪、制氧
机和药品在内的医疗物资，并代表
江苏省人民医院向桑方对口合作
医院捐赠价值人民币30余万元的
手术缝线。

第31期中国援桑给巴尔医疗
队队长瞿利帅表示，医疗队在工作
期间得到桑给巴尔政府的大力支
持，希望这些医疗物资有助于满足
桑给巴尔患者的临床需求。医疗
队将继续同桑给巴尔卫生部门加
强合作与交流，为当地人民提供优
质医疗服务，增进中桑人民友谊。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总统
感谢中国在卫生领域给予的支持

新华社孟买6月8日电（记者张
亚东） 印度央行 8 日宣布，上调基准
利率 50 个基点至 4.9%。这是继 5 月
份加息40个基点后，印度央行今年第
二次加息。

印度央行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
期。印度通胀率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
印度央行设立的 6%的中期通胀目标
上限。4 月份，印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涨幅达7.79%，为近8年来最高水平。

同时，印度央行维持本财年（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经济增长 7.2%
的预期，但将年平均通胀率预期从此
前的5.8%上调至6.7%。

印度通胀加剧主要由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所致。为抑制通胀，印度
央行上调基准利率，印度财政部也已
多次采取措施，如削减燃油消费税，下
调食用油进口关税等。

印度央行宣布
加息50个基点

新华社东京6月8日电（记者
刘春燕 邓敏） 日本内阁府 8 日
公布的二次统计报告显示，今年第
一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环比下降 0.1%，按年率计
算降幅为 0.5%，与初值相比小幅
向上修正。

内阁府 5 月 18 日公布的初步
统计结果显示，一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下降 0.2%，按年率计算
降幅为1%。

占日本经济比重二分之一以

上的个人消费增幅上调是一季度
实际 GDP 降幅向上修正的主要
原因。二次统计报告显示，一季
度个人消费环比增幅由零上调
为 0.1%。

此外，二次统计报告将一季度
企业设备投资增速由环比增长
0.5%下调为环比下降0.7%。

从内外需求对日本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来看，一季度内需贡献由
0.2个百分点上调为0.3个百分点，
外需贡献仍为负0.4个百分点。

日本向上修正一季度实际GDP降幅

新华社大马士革 6 月 8 日电
叙利亚军方 7 日发表声明说，叙利亚
和俄罗斯当天举行了空中联合演习，
演练拦截假想敌机和进犯叙领空的无
人机。

声明说，俄方派出 2 架苏-35 战
机、叙方派出 6 架米格系列战机参加
演习。演习期间，叙军飞行员在俄军
飞行员的掩护和支持下应对假想敌
机，除首次在夜间击中空中目标外，参
演战机还对假定敌对目标进行监视和
打击。

声明还说，两军战机在以色列占
领的戈兰高地附近和叙南部、东部、北
部部分地区进行了联合巡逻。

叙利亚和俄罗斯
举行空中联合演习

据新华社柏林6月7日电（记者
李超）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7 日表示，
俄乌冲突是一场“巨大悲剧”，而之前
一直没能建立一个可以避免这一冲突
的安全架构。

默克尔当晚在柏林歌舞团剧院出
席活动时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
这是她去年 12 月正式卸任总理后少
有的公开露面，也是她结束16年总理
生涯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

默克尔说，她在任期间为缓和俄
乌之间紧张局势做了大量外交努力，
她不会为此而道歉，“外交手段没有生
效，但这不等于外交努力是错误的”。

默克尔称俄乌冲突
是一场“巨大悲剧”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7日电
（记者熊茂伶） 世界银行7日发布
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
由于俄乌冲突加剧新冠疫情对全
球经济的影响，2022 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下调至 2.9%，且伴随滞
胀风险。

4月份，世行已将今年全球经
济增长预期从 1 月份的 4.1%下调
至3.2%。

报告指出，俄乌冲突造成地区
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带来相当大的
全球负面溢出效应，放大了供应链
瓶颈、通胀飙升等疫情带来的问
题。在食品和能源价格大涨、需求
反弹、供应链瓶颈持续的背景下，
市场预计全球通胀将在2022年年
中见顶，但仍保持高位。

与此同时，今年年初以来，

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下滑，全
年增长率预计从 2021 年的 5.7%
大幅放缓至今年的 2.9%，2023 年
至 2024 年增长率也将徘徊在 3%
左右。

报告预计，未来数年全球经济
增速将保持在 2010-2020 年平均
水平以下。全球经济可能进入一
个长期增长疲弱、通胀高企的时
期。报告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与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进行
了对比，警告滞胀风险增加将给中
低收入经济体带来潜在的危害性
后果。

世行行长马尔帕斯认为，全球
经济再次处于危险之中，对许多国
家来说，经济衰退将“难以避免”。
他呼吁鼓励生产和避免贸易限制，
以保障粮食和能源供应。

世行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9%

新华社赫尔辛基6月8日电（记者
陈静 徐谦） 芬兰总理桑娜·马林8日
发推文说，她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

马林在推文中说，7 日夜间她发
现自己体温升高后，在 8 日早上用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了检测，
结果为阳性。她表示，自己目前症状
轻微。

马林现年36岁，2019年成为芬兰
总理。

芬兰总理桑娜·马林
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明斯克 6 月 8 日电
（记者鲁金博） 白俄罗斯国防部 7
日发布消息说，白武装部队当天开
始进行“从和平向战时过渡”的战
备训练。

消息说，这一战备训练是为新
兵及武装部队掌握新战备课目而
进行的，目的是使武装部队做好

“从和平向战时过渡”的准备。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5 月

26日在白国防部军事安全会议上
说，当前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
要白武装部队随时做好准备，对军
事侵犯行为做出充分反应。他当
天还宣布白计划成立南方作战司
令部。

白俄罗斯武装部队举行
“从和平向战时过渡”战备训练

新华社雅典6月8日电（记者
于帅帅） 全球知名海事展波塞冬
海事展主办方负责人日前在希腊
首都雅典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尽管新冠疫情等挑战给全球
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但在航运领域
希中合作前景光明。

因新冠疫情中断的波塞冬海
事展于6日回归，将持续至本月10
日。主办方波塞冬展览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西奥多·沃科斯在展会
上告诉新华社记者，希腊和中国有
传统友谊和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两
国文化也有相似性，相信两国合作

一定会进一步发展。
沃科斯说：“我们很高兴也很

欢迎中国企业再次参与（展会），
这些企业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
技术和产品。”他表示，希腊船东
将继续投资在中国建造新船，中
国造船厂也在推动自身技术发
展，他看好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
前景。

波塞冬海事展是全球规模和
影响最大的专业海事展之一。根
据组织方数据，本届展会吸引 88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948家企业参
展，其中中国参展公司约130家。

波塞冬海事展主办方
看好希腊与中国航运合作前景

新华社德黑兰6月8日电（记者
王守宝） 伊朗8日发生客运列车脱轨
事故，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

伊朗红新月会救援和救济组织负
责人瓦利普尔当天向媒体介绍，事故
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 5时 30分，当时
列车正从东部城市塔巴斯开往亚兹德
市。事故还造成6节车厢受损。

迈赫迪·瓦利普尔还说，事发时列
车上共有 430 人。救援工作正在进
行，已有救护车、救援队和直升机被派
往事故现场。

据亚兹德市救援部门公布的最新
数据，这起列车脱轨事故已造成17人
死亡。

伊朗发生列车脱轨事故

新华社基辅6月8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国防部
长绍伊古 7 日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
卡尔通电话，双方就乌克兰局势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乌克兰外交部 7 日
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正尽全力解除乌
港口封锁以防止全球粮食危机。

——俄罗斯国防部 7 日发布消
息说，应土耳其方面要求，俄罗斯国
防部长绍伊古当天和土耳其国防部
长阿卡尔通电话，双方就乌克兰和叙
利亚当前局势，包括黑海航行安全、
乌克兰粮食出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乌克兰外交部 7 日晚在官
网发布声明，表示乌方正尽全力解
除乌港口封锁以防止全球粮食危
机。声明说，为恢复航行需要提供
有效的安全保障，包括向乌提供适

当武器以保护乌海岸线免受海上威
胁，并让第三国海军在黑海相关海
域进行巡航。声明还说，目前乌克
兰尚未与土耳其和俄罗斯就解除乌
港口封锁达成协议，乌方拒绝任何
不考虑乌方利益的协议。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 7 日在
国防部电话会议上介绍特别军事行
动阶段性成果时表示，五天内又有
126名乌方军人投降，被俘乌克兰士
兵总数达 6489 人。过去十天里，俄
军共摧毁了 51 套外国军事技术装
备，其中包括 12 辆装甲战车、21 门
155 毫米榴弹炮、2 台多管火箭炮和
16 架无人机。此外，马里乌波尔和
别尔江斯克海港目前已正常运行。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7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

俄 军 在 对 乌 作 战 中 已 损 失 人 员
31360人，较前一日新增110人，损失
坦克 1390 辆、装甲车 3416 辆、火炮
系统 694 套、多管火箭炮 207 套、防
空系统 96套、固定翼飞机 212架、直
升机 177 架、战术无人机 553 架、巡
航导弹 125枚、舰船和巡逻艇 13艘、
汽车和燃油运输车2405辆。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
申科夫7日表示，俄军又在哈尔科夫
州、尼古拉耶夫州等地击落 12 架乌
军无人机。自俄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以来，俄军已摧毁乌军 190 架飞机、
129架直升机、1139架无人机、333套
防空导弹系统、3443 辆坦克及其他
装甲车辆、478 台多管火箭炮、1807
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3464 辆特种
军用车辆。

俄土防长就乌克兰局势等通电话
乌表示正尽全力解除乌港口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