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高翠清 荣英 蒋建波 美编：马慧茹

社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邮编∶010020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采访中心：6564041 广告中心：6564079 6564060 印刷厂：6922934 发行中心：6922639 本报由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4 国际·体育

大千世界大千世界

白鲸游进塞纳河

高通胀令德国民众感受“切肤之痛”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向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课税

国家步手枪射击队世锦赛选拔压力升级

陈华（身份证号：150105197211074010）不慎将内蒙古天地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购
万象天地一期H号楼6层604号房的房屋认购意向书丢失，合同编号 tdwy2011-gy0284，房屋总金额
17548元，声明作废。

父亲：皇甫卯卯与母亲：渠青青于2011年5月3日在中蒙医院出生一男婴，皇甫曜岐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出生证编号K150167701，声明作废。

父亲：武李锁与母亲：于晓欢于2021年12月2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生一女婴，武敬
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V1500770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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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法兰克福8月3日电 记者
单玮怡）

新华社联合国8月3日电（记者
尚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 日
呼吁各国政府向从当前能源危机中
获得巨额利润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
公司课税。

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全球粮食、能
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第三次报告
发布会上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从当
前的能源危机中获得创纪录的利润，
而最贫穷人群和社区以及自然环境
却付出沉重代价，这是“不道德的”。
他说，世界最大的能源公司 2022 年
第一季度整体利润近 1000 亿美元。

各国政府应向获得超额利润的能源
公司课税，税金用于帮助最脆弱人群
渡过难关。

古特雷斯还呼吁各国，尤其是发
达国家通过节约能源、提倡公共交
通、推进基于自然的能源解决方案等
管理能源需求，并加速向可再生能源
转换。

俄乌冲突发生后，古特雷斯组建
了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
应对小组，以研判局势、寻求对策。该
危机应对小组第三次报告聚焦能源危
机。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 牛梦
彤、胡佳丽、王梦）为期 5 天的国家步手
枪射击队 2022 年开罗世锦赛第二阶段
第一场选拔赛3日晚在国家体育总局射
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落幕。新规则和
冲劲十足的新人，让这次选拔竞争压力
升级。

本次选拔进行步手枪全部 10 个奥
运项目的比赛。第一阶段4场选拔之后
有55名运动员进入第二阶段，包括在东
京奥运会上表现亮眼的“00 后”运动员
杨倩、姜冉馨、盛李豪、张常鸿，以及大
赛经验丰富的李越宏、杨皓然等；有三
成多是新周期第一次进入国家集训队
的新人，在手枪队这个比例达到了五
成。本场选拔赛过后，半数项目积分领
先的选手没有参加过奥运会，其中女子
10 米气步枪遥遥领先的黄雨婷刚刚初
中毕业。

在一些中国队的优势项目上，本场
选拔依旧打出了世界级水平。来自广
东的女子步枪选手沈莹是国家队新人，
她说自己来了才真正感受到这种压力：

“在场的有奥运会冠军，还有全运会冠
军，成绩只要稍微差一点就下来了。”

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王炼表示，这场选拔赛中，
男、女 10 米气步枪和女子 10 米气手枪
项目整体成绩出色。女子气步枪资格
赛有三名选手打出 630 环以上的成绩，
其中浙江小将黄雨婷打出 633.5 环，距
中国选手赵若竹 2019 年创造的资格赛
世界纪录634环仅差0.5环。

本次选拔赛采用国际射击运动联
合会最新修订的竞赛规则，新规则下，
赛事更加激烈。步枪教练杜丽表示，这
需要运动员更快进入状态、具备更高的
连续打高环值的能力，以及更强的临场

抗压能力。
以气手枪、气步枪个人项目为例，

决赛阶段分淘汰赛和金牌赛，闯入两人
对决的金牌赛要先完成25发；金牌赛则
实行“抢 16”规则，两名选手成绩清零，
进行单发比拼，成绩高者得2分，低者不
得分，打平各得 1 分，率先得到 16 分者
获胜。较为激烈的对决可能要打到 15
发左右才决出胜负。对此，男子步枪名
将杨皓然表示，这对体力和精力要求更
高了，相当于在原先决赛的基础上再打
一个抢分阶段，发数近乎翻倍，强度高
了。

竞争的升级不止在赛场上，目前国
家集训队教练共16人，步枪7人、手枪9
人，是近年来教练人数最多的时期。王
炼表示，希望借此也给他们加压，通过
强化教练员之间的竞争促进方法创新
和水平提升。

此外，为模拟赛场氛围，比赛期间
鼓励现场观众制造“噪音”。因此，选
拔赛现场既有极具节奏感的背景音
乐，还有观众的加油助威声，极为考验
运动员的专注程度。杨皓然表示，这
次现场确实“挺闹腾的”：“我觉得国内
选拔的强度比国外比赛要高，国际大
赛包括世锦赛，大多数时候没有这么
吵。”

根据日程安排，步手枪项目的最后
一场世锦赛选拔赛将于 20 日在南京开
启。该场选拔结束后，将根据 6 场选拔
赛总积分确定世锦赛参赛阵容。

步手枪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将于 10
月 12 日至 25 日在埃及开罗举行，这也
将是国家步手枪队参加的第一场巴黎
奥运会席位战。在一年前的东京奥运
会上，中国队在10个步手枪项目中夺得
4枚金牌。

本报讯（记 者 云 艳 芳）8 月 3
日 ，2022 年 自 治 区“ 呼 包 鄂 乌 青 少
年校园足球夏令营”经过 3 天的培
训、教学、锻炼、比赛，圆满闭幕。此
次活动旨在促进足球运动的普及和
推广，构筑全区性足球交 流 平 台 ，
推 动 自 治 区 教 育 和 体 育 事 业 全 面

发展。
据了解，夏令营从8月1日开始，来

自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
兰察布市的576名男女足球运动员们，
被进行分组指导和技能学习，同时与
128名教练员们一起参加了理论+实践
的专项培训。

2022年自治区“呼包鄂乌
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闭幕

这是 8 月 3 日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一家诊所内拍摄的
猴痘疫苗。

■新华社发

西班牙：接种猴痘疫苗

一头白鲸日前现身法国塞纳河
中。政府相关部门提醒民众不要靠
近它，以免惊扰“不速之客”。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北部诺曼
底地方政府 3 日发布声明说，正评
估这头白鲸的健康状况。声明说，
白鲸通常生活在北极和亚北极水

域，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省圣洛朗河
口，但有时会游到更南边的水域，能
在淡水中短期生存。

在这头白鲸到来之前，一头虎
鲸今年 5 月现身法国塞纳河，在迷
失 10 多天后仍无法脱困，患病死
亡。 （新华社电 欧飒）

欧洲联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
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林火高发季节才
过去一半，欧盟地区今年的山林野火
过火面积已经达到该地区有年度记录
以来的第二高。

路透社 4 日援引联合研究中心的
数据报道，今年1月至今，欧盟地区林
火过火面积达到 60.0731 万公顷，是
2006 年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第二
高。

依据联合研究中心数据，2017年，
欧盟地区林火过火面积达到 98.7844
万公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

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林火高发季一
般从6月延续到9月。葡萄牙、希腊等
南欧国家夏季通常面临火情高发风
险，而今年欧洲多地持续高温，林火风
险地带也随之向北扩大至德国、斯洛
文尼亚、捷克等国。

气象学家说，气候变化加剧火情
严重程度，林火蔓延更快、燃烧更久、

程度更烈。高温令一些植被脱水，变
得干燥易燃。由于欧洲一些地区劳动
力短缺，清理这些干燥植被的工作量
难以完成。

西班牙列伊达大学森林工程学教
授维克托·雷斯科·德迪奥斯说，法国
和葡萄牙 7 月初发生的林火“极不寻
常”，林火规模“正在越变越大，难以被
扑灭”。

联合研究中心的上述数据仅统计
过火面积超过 30 公顷的林火。如果
将过火面积低于 30 公顷的林火也算
在内，数字将会更高。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热浪不断，西
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法国、德
国、捷克等十几个国家遭遇严重林火，
大量消防员投入灭火，数以万计人员
撤离，大量房屋烧毁，其中意大利、西
班牙和法国面临的火险级别仍然非常
高。

（新华社电 郭倩）

欧洲今年林火过火面积
达有记录以来第二高

阿根廷刚上任的经济部长塞尔吉
奥·马萨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挽救国家财
政免于破产的政策措施，包括承诺完成
降低赤字目标、履行外债偿付义务。

不过，他说自己“不是魔术师”，无
法立即扭转本国经济走势。

“没有魔法”
马萨 3 日宣誓就职，领导由原经济

部、农牧渔业部和生产发展部组合而成
的联合经济部。由于管辖范围涵盖经
济领域大部分事务，重组后的经济部被
外界戏称为“超级经济部”，马萨也获称

“超级经济部长”。
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

斯上月 28 日宣布任命国会众议院议长
马萨为经济部长。外界认为，费尔南
德斯希望借助后者在政界的丰富履
历、人脉和协调力，推行有力的经济财
政政策，缓解国家财政面临的赤字高
企、通胀飙升、货币贬值、外汇紧缺等
困境。

马萨3日晚在履新后首场记者会上

发布一系列经济政策，但对所谓“超级
经济部长”名头予以婉拒，希望外界不
要对他预期过高。“我不是超级的什么
人，不是魔术师，也不是救世主。”

“（经济部）这个团队有义务给出办
法，但不会在一两天内就实现。魔法并
不存在。”他说。

马萨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当前高涨
的通货膨胀率。今年上半年，阿根廷通
胀率超过 36%。“我们必须以坚定决心
抑制通胀，因为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
主要致贫因素。”马萨强调，要重建外界
对阿根廷经济的信心，必须建立“财政
秩序”，尤其是更加严格控制公共开支，
缓解赤字危机。

马萨说，为免通胀恶化，他不会借
助中央银行融资措施来维持政府日常
运行，而是将依靠税收和从私营领域所
获资金等资源。

承诺履约
马萨说，将致力于实现今年国家财

政预算赤字降至 2.5%的目标。这一目

标是阿根廷政府先前对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所作承诺，目的是换取 IMF
今年早些时候批准阿根廷440亿美元债
务重组、避免陷入债务违约。按照承
诺，阿根廷的赤字2024年要降至0.9%。

与 IMF 达成的协议被视为阿根廷
前经济部长马丁·古斯曼任内主要成就
之一，但在执政联盟内部受到副总统克
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等
要员抨击。后者认为，IMF 要求阿根廷
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过于严苛，将妨碍
本国经济增长。

马萨强调，他不准备撕毁与 IMF达
成的协议，会坚持履行已约定的还贷义
务，政府正推动向国际贷方机构支付12
亿美元。这意味着他必须用多种手段
开源节流。

被视为温和派的古斯曼7月初宣布
辞去经济部长一职，由内政部官员西尔
维娜·巴塔基斯接任，此后马萨受命，阿
根廷在一个月内经历三任经济部长。

马萨承诺在今年剩余时间不预支

财政预算，也会冻结政府雇员招新计
划。

他还准备提高电费和燃气费率，以
减少政府对能源行业的补贴，这也是
IMF 所提要求。由于国际形势导致能
源价格飞涨，阿根廷不得不花费至少数
十亿美元进口能源，财政负担愈加沉
重。

另外，马萨说他打算对农业、渔业
和矿业施行特殊优惠政策，以促进出
口，提升在外界分析师眼中已低至“危
险”水平的外汇储备。

阿根廷本币比索近几周贬值。马
萨强调不会采取主动贬值本币并辅以
严格资金管控措施，因为“货币贬值冲
击只会催生贫困和巨额资金转移”。阿
根廷人口贫困率约为37%。

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马萨的就职仪
式上宣称政府“步入新阶段”。“我们国
家正面对一个重大机遇，别让它流失
了。”

（新华社电 沈敏）

阿根廷经济部长承诺“降赤还债”自认“不是魔术师”

新华社德黑兰8月3日电（记者
高文成）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
席谈判代表巴盖里 3 日说，他正在赶
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推进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美国必须抓
住谈判继续的机会。

巴盖里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说，美国必须抓住伊核协议相关方“慷
慨提供的机会”。球现在在美国一边，
美国要展现出成熟并负责任地行动。

伊朗、美国和欧盟等相关方 3 日
早些时候分别证实，将派代表前往维
也纳参加伊核谈判。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2018 年 5 月，美国单
方面退出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
列对伊制裁措施。2019 年 5 月以来，
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但
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2021 年 4 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
在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讨论美伊恢
复履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今
年 3 月 11 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博雷利宣布，谈判由于“外部因
素”暂停。在欧盟协调下，伊朗和美国6
月底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恢复履行伊
核协议举行间接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伊朗副外长：美国要抓住伊核协议
恢复履约谈判继续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