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独立日”枪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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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举行视频通话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巡游活动现场 枪手肆意射击 已造成6死36伤

砰砰，是枪声不是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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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芝加哥7月5日电（记者
徐静）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
市警方4日宣布，当天发生的“独立日”
游行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已被捕。

警方在记者会上说，嫌疑人为22
岁的罗伯特·克里莫三世。海兰帕克
市所在的莱克郡犯罪特别工作组警
官克里斯托弗·科韦利说，犯罪是“随
机，有意的”。他说，嫌疑人使用了一
支威力强大的步枪，从一栋建筑物屋
顶向人群开枪，造成5人当场死亡，1
人送医后伤重不治。作案枪支已在
现场被起获。

警方没有说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
动机。

美国总统拜登4日下午发表声明，
对海兰帕克市枪击事件表示震惊。海
兰帕克市市长罗特林和伊利诺伊州州
长普里茨克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枪手
暴行。事发后，海兰帕克市及周边地区
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
均被取消。

据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最新
数据，美国今年已发生至少309起造
成至少4人死伤的枪击事件，超过2.2
万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据新华社美国海兰帕克7月5日电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即美国“国庆
日”。当地时间4日上午，美国伊利诺伊
州海兰帕克市庆祝“独立日”的巡游活动
现场突发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6人遇
害、36人受伤。当晚，东部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在举办“独立日”烟花表演期间也突
发枪击事件，至少两名警察受伤。

枪击事件过后，记者在海兰帕克市
区随处可见警车警灯闪烁，路上行人稀
少，事发街道所有路口、收治伤者医院
均被封锁。

据当地警方通报，上午10时15分左
右，巡游队伍行经该市中央大街时，周
边聚集大批观看游行的民众，枪手从附
近一栋建筑屋顶向人群开枪。警方在
现场发现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此后拘
捕一名嫌疑人，为22岁白人男性。

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其他视频显示，
现场突然枪声大作，民众四散奔逃，到
处散落着被丢弃的毯子、被打翻的咖啡
杯等。很多便携座椅、婴儿车被丢弃在
现场，其中一些还挂着美国国旗。

一名当地记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显示，她面前的一辆巡游车上，乐手们
仍在卖力吹奏着乐器。在盖住周遭声
响的响亮旋律中，观看巡游的人突然飞
快地跑过来。

另一名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巡
游队伍中的少年乐队正在一边步行一边
演奏，后排的乐手们突然拔腿奔逃，没反

应过来的观众甚至还在为表演鼓掌，随后人
们赶紧起身撤离，还有人发出惊呼。

在记者会上，海兰帕克市市长罗特林
说，人们当天本该庆祝“独立日”，却变成哀
悼枪击事件遇害者，继续在枪支暴力的阴影
中挣扎。

目击者杰夫·里昂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时说，他周围有人中弹倒下，在市区发生这
样的枪击惨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美国老兵组织在社交媒体上悲哀
地反讽道：“还有什么比7月4日发生的恶性
枪击事件更具有美国特色吗？”

然而，这个“独立日”还未过去，美国枪
击案数据又更新了。

4日晚，费城举办“独立日”音乐会和烟
花表演。据一名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现场观
众摩肩接踵，还有年轻父亲将女儿扛在肩
头，人们一起仰望空中升起的烟花。“砰砰”
声突然响起，一时间与烟花爆炸声难以分
辨，很多人先是一愣神，随后掉头逃跑，有人
发出尖叫。

另一段俯瞰现场的视频显示，空中绽放
的绚丽烟花之下，很多人正在奔逃，街道转
眼间冷清下来，徒留烟花一朵接着一朵继续
绽放。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在费城通
过。而如今，第246个生日在枪口下染血，不
仅再度暴露美国枪支暴力痼疾深重，更凸显
美国政府治理失能这一本质原因。《独立宣
言》中强调的公民生命权何以保障？美国政
客们的答卷不及格。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7月 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财
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等议题务实、坦诚交换了意见，交流富有建设性。双方认
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强中美宏观政策沟通协调意义
重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
界。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
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对话沟通。

犯罪嫌疑人被捕 年仅22岁

拜登发声：震惊

图1：7月4日，一名狙击手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的枪击现场附近警戒。

图2：这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拍摄的枪击现场遗留的椅子。

图3：7月4日，警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的枪击现场取证调查。

本组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5日电（记者 任珂）北约30个成员国
的代表5日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条约的议定书，正式启动给欧洲
安全带来新挑战的北约北扩进程。

北约成员国的代表当天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签字
仪式。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和瑞典外交大臣林德出席签字仪式，随
后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共同出席记者会。

芬兰、瑞典原本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但于今年5月正式申请
加入北约。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
才能吸纳新成员。

北约正式签署芬兰瑞典入约议定书

北约北扩给欧洲安全带来新挑战③③

①①

②②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076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909131024 08 02

全国投注总额：342718328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注
142注
1269注
63403注

1300605注
8100898注

6399054元
17241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930610784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176期3D开奖公告

7 4 7
天津投注总额：77732477732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336注
206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日就中美外长
巴厘岛会晤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是
否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

赵立坚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
间将会应约同主要国家外长和地区组织代表举行一系列双边会
见。经中美双方商定，王毅将在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
行会晤，就当前的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外交部就中美外长巴厘岛会晤答记者问

双方就中美关系等问题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