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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局势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锡克教寺庙
18日遭到袭击，导致2人死亡、7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认领这起袭击。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通过即时通

信软件“电报”宣称，该组织多名成员参与
行动，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携带手榴弹和机
关枪，打死守卫后闯入寺庙，其他接应的
袭击者在寺庙外引爆一枚汽车炸弹和其
他4个爆炸装置，与塔利班武装人员交火3
个多小时。

阿富汗官员说，袭击造成一名塔利班
武装人员和一名锡克教徒死亡，袭击者均
被安全人员击毙。据悉，事发时寺庙内有
大约30人。

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
这起袭击事件表示震惊。

新华社微特稿

比特币18日单枚价格跌破2万美元，为18个月来最低，加剧
其持续走低的市场预期。

据路透社报道，当天单枚比特币价格一度下跌约13.7%，跌至
17593美元，为202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2万美元价格是一个分水岭，比特币一旦跌破
这个价格，恐将持续走低。

比特币价格近来不断走低，今年已下跌60%。2021年，比特币
价格最高曾超过6.8万美元。另一种主要加密货币以太币今年已
下跌74%。

比特币暴跌与上周加密货币相关企业的一些利空消息有关。
加密货币贷款企业塞尔西乌斯网络公司说，6月将暂停取款和转
账业务。还有一些相关企业开始裁员。

加密货币的下行趋势也与美国股市相关。为抑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近来大幅加息，引发华尔街股市上周大幅下跌。受此影响，
投资者纷纷抛售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高风险资产。

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以色列军
方18日说，以军战机当天空袭加沙地带多
个目标，以报复加沙武装人员朝以色列发
射一枚火箭弹。

以军在一份声明里说，加沙武装人员
当天凌晨“朝以色列南部地区的平民发射
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成功拦截。以军随
后出动战机，空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

以色列通常认定这类火箭弹由哈马
斯发射，一般会空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
标作为报复。

按以方说法，以军18日空袭目标包括
“哈马斯一处武器制造地点以及3个军事
哨所”。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一位匿名买家日前以1900万美元
拍得与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创下“巴菲
特午餐”拍卖最高纪录。

据法新社18日报道，这项拍卖12日在亿贝网站上开启，起
拍价为2.5万美元，最终于17日以略高于1900万美元的价格成
交。买家将可邀请最多7人在纽约市史密斯-沃伦斯基牛排餐
馆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先前的最高纪录近460万美元，于2019
年成交。

据美联社报道，巴菲特说，今年是最后一次拍卖与他共进午餐
的机会。

这项拍卖由巴菲特已故发妻苏珊2000年发起，每年举行一
次，但是2020年和2021年因新冠疫情取消。拍卖所得用于资助
旧金山格莱德基金会，迄今已捐给这家慈善机构5300万美元。
该机构为无家可归者、穷人等群体提供帮助，苏珊曾在这里做志
愿者。

巴菲特将于8月迎来92岁生日。法新社援引福布斯网站数据
报道，今年3月巴菲特身家总值约1170亿美元。

新华社华盛顿6月18日电（记者 邓仙来 孙丁）美国白宫18
日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的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娜·沃森在消息中说，沙
利文目前无症状，且最近未与总统拜登近距离接触。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8600万，死亡病例超过101万。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俄罗斯国
防部19日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使
用高精度巡航导弹打击了乌军一处指挥
所，逾50名包括将军在内的军官死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
说，乌克兰不会将南部地区拱手让人。

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通报说，过
去一天，俄军使用高精度巡航导弹打击
了乌军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
一处指挥所，当时乌军正召开作战会议，
逾50名包括将军在内的军官死亡。俄军
还炮击顿涅茨克地区、哈尔科夫州等地，
给乌军造成重大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
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俄军过去一天损失250人。

乌克兰总统网站19日报道，泽连斯
基当天发表视频讲话说，他18日视察了
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前线并听取两
个州军政官员的报告。他说，乌克兰不
会将南部地区拱手让人，乌克兰将拿回
属于乌克兰的一切，黑海将会是安全的。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9日在
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无法通过向
乌克兰提供武器来迫使俄罗斯遵守美
国制定的规则。美方欲迫使俄方遵守
美方制定的规则，美方自己很清楚此举
不会得逞。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9日报道，乌内
务部部长顾问杰尼先科当天在电视节目
中说，乌东部前线局势艰难，尤其是北顿
涅茨克方向，但局势仍在控制中。他说，
俄军在过去一天并未在关键区域取得进
展，俄军试图沿巴赫穆特至利西昌斯克
通道实施突破但遭失败。在北顿涅茨克

市，俄军未取得任何特别突破。
俄新社19日援引卢甘斯克武装力

量的消息报道说，目前被困北顿涅茨克
市氮肥厂的乌军仍在激烈抵抗，同时也
表达谈判的意愿，卢甘斯克武装力量要
求乌军放下武器的条件不变。卢甘斯
克武装力量还说，氮肥厂外围的乌军试
图将粮食和弹药从利西昌斯克方向通
过北顿涅茨河运送给被困乌军。俄军
和卢甘斯克武装力量当前主要目标是
切断被困乌军的补给。

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政府19日在

社交媒体发文说，州府尼古拉耶夫市18日
遭俄军两次空袭，该市工业设施、居民楼等
遭到打击，初步调查显示空袭未造成该市
人员伤亡。

据塔斯社消息，俄加里宁格勒州州长
阿里汗诺夫19日发表视频讲话说，立陶宛
禁止一些货物从俄罗斯其他地区转运至加
里宁格勒州的行为非法。据他介绍，立陶
宛铁路部门此前通知加里宁格勒州铁路部
门，因欧洲国家对俄实施制裁，6月18日
起，立方将限制一些货物从俄其他地区经
立陶宛向加里宁格勒州运输。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应
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多国人士认
为，在世界面临多重挑战的当下，习近平
主席的致辞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
当，提出的四项重要主张为世界共创共享
和平繁荣美好未来注入正能量，推动全球
发展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巴西经济学家、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
心主任罗尼·林斯说，习近平主席在致辞
中指出了当前世界面对的百年变局和发
展挑战。为更好应对当前挑战，有必要构
建平衡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
的环境。

哈萨克斯坦中国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哈纳特·拜赛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
中提出的四项重要主张为世界应对共同
挑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国际
社会实现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的发展，体现出中国与各国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卡巴尔通讯社前
社长库班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意义深
远，指出把握机遇、直面挑战的重要意
义。国际社会应推动发展伙伴关系，更加
注重创新发展，确保人类未来的繁荣。

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亚
洲事务研究专家艾哈迈德·坎迪勒高度评
价习近平主席“坚持创新驱动”的重要主
张，认为这将推动加强对话交流，创造有
助于人类进步的新技术，克服当今世界面
对的挑战和威胁。中国在国际舞台提出
重要主张，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将
不断促进全球发展。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
尔说，习近平主席的致辞道出了众多发展
中国家的心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协调，共同寻找应对方
案。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将继
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
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彰显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

主任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认为，习近平
主席在致辞中提出的重要主张是根据国际
社会共同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的可行之
策。各国应加强发展伙伴关系，形成发展
合力，减少贫困，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家
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说，习近平主席的
致辞体现出中国对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态
势的深刻理解，诠释了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的重要意义，反映了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
和对外合作前景的充分信心。

乌兹别克斯坦知名记者沃比多夫说，
习近平主席的致辞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
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提振了国
际社会共促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副教授奥列格·
季莫费耶夫说，习近平主席的致辞体现了
中国开放的理念，这一理念的生动例证就
是“一带一路”倡议，这对于促进全球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社会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中
国一直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推进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世界面对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一带
一路”倡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柬埔寨贝尔泰国际大学资深教授约瑟
夫·马修斯说，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反映了中
国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实现世界
经济复苏和共同发展的坚定承诺。中国作
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在帮助消除贸易
壁垒、保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起
到关键作用。

塞内加尔中国问题专家阿马杜·迪奥
普说，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再次表明了中国
加强团结合作以及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
世界和平而努力的意愿和承诺。

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分析员阿夫多宁
说，习近平主席的致辞为国际社会共创共
享和平繁荣美好未来注入正能量。中国倡
导的全球化注重团结携手、创新驱动，这将
有利于人类共同创造安全的未来和可持续
发展。

推动全球发展更公平、更持续、更安全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俄军用巡航导弹打击乌军指挥所

乌称不会将南部地区拱手让人

以色列战机

空袭加沙目标

图为6月18日，当地居民从马里乌波尔的受损建筑旁走过。 新华社发

匿名买家花费超1900万美元拍得

“巴菲特午餐”拍卖创纪录

“伊斯兰国”

认领喀布尔寺庙袭击

多个利空刺激比特币价格持续大幅下跌

跌破2万美元 为18个月来最低

尼日利亚中部

交通事故致18人死亡

新华社阿布贾6月19日电（记者 郭骏）尼日利亚中部尼日
尔州19日发生一起公共汽车撞上卡车事故，造成18人死亡、1人
受伤。

尼日尔州警方发言人阿比奥登·瓦休当天在该州首府明纳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辆公共汽车19日凌晨在该州博索区一个
村庄附近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并起火，造成公共汽车上18人
死亡、一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瓦休说，警方正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他呼吁民众驾车时遵
守交通规则，避免事故发生。

由于路况较差以及超载和超速行驶等原因，尼日利亚交通事
故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