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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申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新华社联合国 8月 3日电（记者 尚
绪谦）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日申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在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

机应对小组报告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
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时，古特雷斯说：
“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我们遵守联合
国大会决议，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我们
所有的行动都以此为依据。
”

1971年，第 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
倒性多数通过第 2758号决议，决定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
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
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巴西央行上调
基准利率至 13.
75%
新华社圣保罗 8月 3日电（记者
罗婧婧）巴西中央银行 3日宣布，将
基 准 利 率 上 调 50 个 基 点 至
13.
75%。这是巴西央行自 2021年 3
月以来连续第 12次上调利率。
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加
息声明中表示，为避免长期通胀风
险，
“继续大幅收紧货币政策至更
具限制性的区间是合理的”。
巴西地理统计局数据显示，在截
至今年 6月的 12个月里，巴西全国
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上涨
11.
89%。
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 3
月开启加息周期以来，为防止资本
外流导致本币贬值、通胀压力加剧，
巴西央行已连续 4次加息，累计将
基准利率上调了 300个基点。
不过，市场普遍预计这将是巴西
央行今年最后一次加息。巴西央行
最新一期《焦点调查》预测，2022年
巴西基准利率为 13.
75%，和上周预
测持平。

埃及举行金字塔航空表演
这是 8月 3日在埃及吉萨金字塔
景区拍摄的航空飞行表演。
当日，埃及 2022金字塔航空表演
在吉萨金字塔景区举行，来自埃及和

韩国的多个飞行表演队伍进行了多项
精彩的飞行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高通胀令德国民众感受“切肤之痛”
新华社记者 单玮怡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地缘冲突、
能源和供应链危机等多重因素叠加影
响，德国能源与食品价格持续飙升，通
胀率居高不下，民众不得不支付更高生
活成本，咽下通胀高企的苦果。

通胀成为德国民众
“心病”
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
数据显示，德国 7月通胀率为 7.
5%。其
中，能源价格同比暴涨 35.
7%，食品价
格涨幅达 14.
8%，均显著高于当月整体
通胀率。
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一项调查显
示，越来越多的德国消费者担忧物价持
续上涨，通胀走高已成为德国民众的一
块
“心病”
。
德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
表明，燃油、食品等生活成本飙升影响
各收入水平的德国民众，特别是令低收
入人群和弱势群体陷入更加艰难的境
地。
年近七旬的德国老人埃莉萨告诉
记者，如今她与丈夫依靠退休金生活，
因生活用品价格明显上涨，他们必须挪
用养老积蓄才能维持正常开销。
“ 我们
找寻各种省钱妙招节约开支，而我完全
不敢想象，冬季取暖费和电费将暴涨到
什么程度。”
对于临时失业的青年人奥斯卡来
说，生活更加艰难，因为没找到工作，他
如今依靠慈善机构发放的免费食物度

日。他表示，生活各项开销都在上涨，
依靠仅有的积蓄和救济金已无法生存。

政府补助治标不治本
自 3月起，德国联邦政府推出一系
列能源补贴措施，旨在为企业和家庭减
轻能源价格暴涨带来的沉重负担。德
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 6月和 7
月通胀率环比微降，但仍处于较高水
平。
德国联邦统计局局长格奥尔格
蒂尔说，能源产品价格上涨是导致高
通胀的主要因素，供应瓶颈和新冠疫
情同样推高了通胀水平，能源价格减
负措施略微抑制了 6月和 7月的通胀
率。
许多专家担忧，这些能源减负措施
以“一次性补贴”或三个月的短期补贴
等方式为主，此类临时措施无法对通胀
产生持久影响，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尔
格 克雷默认为，能源补贴措施仅带来
暂时宽松，随着 9月起能源减征税费和
公交月票等短期补贴措施失效，通胀率
将再次上升。他预计，今年年底前德国
通胀率将突破 8%，通胀问题还将在未
来几年内持续困扰德国。

通胀是否见顶难下定论
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机构伊弗经济

研究所预计，德国通胀已经见顶，有望
在今年下半年下降。该研究所经济研
究与预测部主管蒂莫 沃尔默斯豪泽
说，从近期对企业价格预期的调查结果
看，企业对产品价格的涨幅预期正在降
低，这将在几个月后反映在消费者价格
上。
德国豪克-奥夫豪泽-兰珀银行经
济学家亚历山大 克鲁格则认为，德国
当下面临天然气供应的严重瓶颈，通胀
上行风险仍然很高，目前看不到通胀见
顶迹象。
克雷默认为，通胀是否见顶存在变
数，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情况将决定德国
接下来的通胀走势，
“ 如果俄罗斯长时
间停止对德国供应天然气，德国通胀将
迅速飙升至 10%以上”。
当下能源供应问题未解，加之下
半年能源需求高涨，德国民众恐将迎
来一个“昂贵的冬季”。德国副总理兼
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 哈贝克
日前宣布，将从 10月开始征收天然气
附加税，预计每个德国家庭将为此额
外支出数百欧元。市场人士认为，天
然气进口商将借此把供应短缺和进口
价格暴涨带来的经济损失转嫁给企业
和消费者。
多位德国专家表示，在如今复杂
局势下，德国通胀是否见顶、何时回落
充满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德国民
众已充分感受到高通胀带来的“切肤
之痛”。

文莱官员表示
欢迎中国对文莱
各领域投资

新华社斯里巴加湾市 8月 4日
电（记者 薛飞）文莱财政与经济部
副部长哈吉 海尔丁日前表示，文
莱政府欢迎中国企业对文莱食品、
石油和天然气等各领域的投资。
海尔丁 3日出席中国-文莱经
贸合作在线论坛时表示，文中两国
1991年建交以来，中国对文投资
和双边贸易极大地推动了文莱经
济发展。中国目前是文莱最大贸
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之一，两国在
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紧密合作让两
国人民切实获益。
他表示，文莱政府正努力实现
经济多元化，让经济发展动力从油
气产业转向更广泛领域。文莱政
府重视中国企业对文莱物流、油
气、银行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这些
投资不仅为文莱创造了就业机会，
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还成为文莱
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推动力。
他说，文莱政府将继续加强与
中国的双边经贸联系，支持两国稳
定、可持续的经贸增长，并欢迎中
国对文莱食品、油气中下游、旅游、
服务、信息产业等领域投资。
本次中国-文莱经贸合作在线
论坛由文莱中资企业协会主办，中
银香港文莱分行承办，逾 150人参
会。

6岁哥哥
玩枪误杀妹妹
父母或面临数十年监禁

美国一名 6岁男孩玩枪不慎
射杀 5岁妹妹，他们的父母 2日因
照管子女不周而受到多项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这对父母可能面临
20年至 40年监禁。
美联社以警方和检方为消息
源报道，这起事件 7月 26日下午发
生于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
利 斯 市 东 北 方 向 100公 里 的 曼
西。当时，母亲在家午睡，男孩打
开父母卧室里的保险箱，从里面拿
出手枪玩了起来，结果不慎射中妹
妹。
急救人员抵达，发现女孩头部
中弹，将她紧急送医，但最终抢救
无效。
这对兄妹的父亲是雅各布 格
雷 森 ，28岁 ；母 亲 是 金 伯 莉 ，27
岁。两人 2日受到 4项指控，其中
一项属于一级重罪，牵涉照管子女
不周致人死亡。
雅各布供称，他曾带儿子去射
击训练场，教他怎么开枪。此外，
儿子以前打开过保险箱。
如果这对父母所受重罪指控
成立，他们将各自面临 20年至 40
年监禁，以及最多 1万美元罚款。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