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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新墨西哥州最严重山火

美国林业局认错
新 华 社 休 斯 敦 6月 21日 电（记
者 徐剑梅）美国林业局 21日在一份
审查报告中承认，其在常规“设定燃
烧”作业中的失算和失误引发新墨西
哥州有记录以来最严重山火。
4月 6日以来，新墨西哥州北部
发生两处大规模野火并延烧在一起，
导致数百座房屋被焚，数千居民被迫
撤离。截至 6月 21日，野火已烧毁逾
34.
1万英亩林地，比洛杉矶城还要
大，但仍有 28%的火势未得到控制。
审查报告发现，这两处火灾均由

林业局人员进行的“设定燃烧”作业
引发。他们当时虽遵循作业规范，但
犯了一系列错误，如未能考虑到物候
比设想的更干燥；火势明显变大后未
停止点火；使用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
而未依靠当地专家了解多变的风况。
“设定燃烧”
是美国联邦政府森林
管理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通过设定范围
内的人工山火，
提前清除野火的植被燃
料，
从而降低发生严重破坏性火灾的风
险。据美媒报道，
美国林业局每年进行
大约4500次
“设定燃烧”
作业。

20日，即审查报告发布前一天，
美国林业局负责人兰迪 摩尔宣布暂
停 在 联 邦 林 地 进 行“ 设 定 燃 烧 ”90
天。不过，他指出，林业局 99.
84%的
“设定燃烧”都按计划进行，
“ 设定燃
烧”仍是美国政府预防和应对野火的
重要工具，但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其
安全性降低。
近年来，
野火成为美国西部日益频
繁的灾害，
造成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
损失。美媒报道说，
今年以来，
美国西
部已有逾 300万英亩土地被烧毁。

希腊物价
近期继续上涨
6月 2
1日 ，汽 车 在 希 腊
雅典一处加油站排队加油。
希腊近期物价尤其是能
源价格继续上涨。希腊国家
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全国 5月通货膨胀率进一
步上升至 1
1
.
3
%，创 下 近 2
9
年来新高。
新华社发

第三届阿斯旺
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论坛
在埃及开幕
新华社开罗 6月 21日电（记者 姚兵）
为期两天的第三届阿斯旺可持续和平与发
展论坛 21日在埃及南部历史名城阿斯旺
开幕，与会者将聚焦非洲国家面临的粮食
安全、气候变化和应对恐怖主义等问题。
埃及总统塞西在视频致辞中说，非洲
大陆正在经历的粮食危机及其对地区安全
与稳定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要求非洲各
国与国际社会共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同
时，为应对物价上涨带来的挑战，相关国家
应当抓紧制定解决方案。
塞西说，非洲有必要在加强和平与安
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反恐等方面持续努
力。由于非洲面临水资源短缺和荒漠化等
挑战，气候变化更容易对非洲产生负面影
响，希望与会者在讨论中优先考虑气候变
化给非洲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表
示，
在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中，
只有 2%
流向非洲，
而非洲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
地区。面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带来的不
利影响，非洲需要在卫生、减贫、增加就业、
发展经济等方面加大投资。
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致
辞中说，非盟提出了一项增加绿色面积和
减少碳排放的战略，同时帮助欠发达国家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增加投资。
阿斯旺论坛主要讨论非洲应对恐怖主
义、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议题，由非盟与
埃及相关部门运营管理。

瑞典智库大幅下调该国经济增速预期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6月 21
日电（记者 付一鸣）瑞典国家经
济研究院 21日发布报告说，由
于通胀持续飙升，该机构已将今
明两年瑞典经济增速预期大幅
下调至 1.
9%和 1.
2%。
今年 3月，这家智库曾预计
今明两年瑞典经济分别增长
3.
3%和 2.
1%。
最 新 报 告 说 ，新 冠 疫 情 期
间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全球供
应链瓶颈以及乌克兰危机导致
全球通胀高企。此外，不断下
跌的资产价格以及对持续加息
的预期，也让瑞典家庭对前景
持悲观态度。

报告说，虽然充足的订单量
和相对良好的利润状况使商业
领域仍然乐观看待经济，但家庭
购买力下降意味着未来需求增
长乏力，瑞典经济增速明显放
缓。今明两年失业率将保持在
较高水平。
本月 14日，瑞典中央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瑞典 5月通
货膨胀率为 7.
2%，创 1991年 12
月以来新高。此外，自 5月 4日
起，瑞典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从
零提升至 0.
25%，以抑制通胀。
瑞典央行表示，将在今后三年内
逐步提高基准利率至略低于 2%
的水平。

日本研发利用台风发电技术
新 华 社 东 京 6月 22日 电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是遭遇台
风较多的国家，日本横滨国立大
学和创业公司正在研发利用台
风发电的技术，
以变害为利。
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21日报道，横滨
国立大学正在研发可在海上追
随台风进行发电的自动驾驶专
用船。该校于 2021年 10月成
立了“台风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核心项目之一是研发台风发电

船。该校计划 5年后在实验设
施中进行模型船测试，10年后
建造小型发电船在海上进行测
试。
此外，日本初创企业 Chal
l
ener
gy已开发出没有叶片、遇
到强风也不易损坏的风力发电
机，并于 2018年在冲绳县石垣
岛进行了输出功率为 10千瓦的
验证机试验。该公司希望未来
风电机能在台风较多的岛屿地
区得到广泛应用。

阿富汗东部发生地震
造成至少 280人死亡

新华社喀布尔 6月 22日电（记者
邹学冕）据当地媒体 22日报道，阿富
汗东部霍斯特省当天凌晨发生地震，
已造成至少 280人死亡、595人受伤。
阿富汗巴赫塔通讯社报道，邻近
的帕克提卡省受灾最为严重，目前已
有至少 255人死亡。目前，直升机和
救援队已抵达受灾地区。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
息显示，
这次地震为 5.
9级。

“脱欧”
或致英国上班族
人均每年少赚470英镑

新华社电 英国一项 22日发布
的研究预测，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将
沦为更加封闭的经济体，生产力和民
众薪资可能长期受损，到 2030年，上
班族人均每年将少赚 470英镑（约合
577美元）。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副教授斯瓦蒂 丁格拉和智库
决议基金会的研究员撰写研究报告。
决议基金会经济学家索菲 黑尔
说：
“‘脱欧’的影响更为广泛，导致英
国的竞争力及其对许多国家的贸易
开放程度下降。这一情况最终将降
低英国生产力和上班族的实际薪
资。
”
英国向欧盟出口商品无需支付
关税，
但面临更大的监管壁垒。
报告预测，到 2030年，英国整体
生产力将下滑 1.
3%，折合每个上班族
年收入减少 470英镑，
降幅为 1.
8%。
一些行业所受影响会严重得
多。报告说，由于新鲜渔获难以向欧
盟出口，英国渔业可能萎缩 30%。而
许多英国渔民当年强烈支持
“脱欧”。

韩国 5月人口迁移数
创近50年来同期新低

新华社电 韩国统计局 22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受人口老龄化和住
房 交 易 减 少 等 原 因 影 响 ，韩 国 5月
人口迁移数降至近 50年来同期最低
水平。
数据显示，韩国 5月有 52.
3万人
变更居住地，同比减少 6.
1%，创 1975
年以来同期最低纪录。1975年 5月
这一数字为 48万人。
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人口迁
移数量连续第 17个月下降，主要原
因是在人口出生率低迷和人口老龄
化加速的背景下，因住房和工作原因
经常搬家的二三十岁人口数量减
少。另外，银行贷款利率上升、贷款
政策收紧等原因导致住房交易减少。
统计局数据还显示，5月，韩国人
口迁移率、即每 100人中迁移人口比
例降至 12%，同比下降 0.
8个百分点，
同样位于有记录以来低位。
另外，为降低住房成本，越来越
多的人从韩国首都首尔搬迁至附近
地区。首尔 5月人口净流出 3082人，
而毗邻首尔、人口最多的京畿道同期
净流入 371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