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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6家7-11便利店11日凌晨连续遭持
枪抢劫，两人中弹身亡，三人受伤。警方怀疑至少三起劫案由同
一名枪手孤身作案，截至12日上午仍在搜捕嫌疑人。

据美联社报道，这一连环抢劫案发生在天亮前5个小时内，遭劫
便利店分布于6座相距不远的城市。当天正值全美7-11连锁便利店
庆祝这一品牌创立95周年，各地便利店会给顾客免费发放招牌饮料。

警方仍未搞清作案者制造这一系列暴力抢劫的动机。“我想
能回答这一问题的只有嫌疑人本人。”里弗赛德市警察局发言人
雷尔斯巴克对媒体记者说。不过，他肯定劫匪选择这一日期作案
并非偶然，“7-11，7月11日，这绝非巧合”。

综合各地警方通报，当天首起劫案午夜时分发生在洛杉矶市
以东56公里处的安大略市。一名蒙面劫匪在店员面前挥舞手枪，
逼对方拿钱，但没有开枪。暂不清楚财物损失几何。

大约45分钟后，离首家事发店面约8公里的阿普兰市一家7-11
便利店重演类似场景。劫匪拿着饮料等东西，挥动一把半自动手枪
靠近店员，最终带走那些物品和四五百美元现金逃离，没有开枪。

大约一小时后，40公里外的里弗赛德市发生第三起劫案。这
次，劫匪在逃离前朝一名顾客开枪，尽管店员已经按他要求把收银
台里的钱交给他。警方说，“似乎没有开枪理由”，顾客伤势严重。

凌晨3时20分左右，39公里外的圣安娜市发生枪击，警方接到
报案后赶到，发现一名男子在一家7-11便利店外的停车场死亡，上
身中弹。警方暂未确认死者身份，但认为他并非便利店员工。

大约40分钟后，布里亚市一家7-11便利店员工被枪杀。再
过不到1小时，相邻的拉哈布拉市也报告一起7-11便利店劫案，
警方5时左右在现场发现两名遭枪击的受害人，未披露具体伤情。

后三座事发城市的警方判断犯案者为同一人。安大略、阿普
兰、里弗赛德市警方暂未确认这些劫案全部是一人所犯，但认为
“有这种可能”。 新华社专特稿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11日起暂时关
闭公司负责运营的“北溪-1”两条天然气
管道支线，进行常规维护。“北溪-1”目前
是俄罗斯对欧洲主要输气管道，该管道关
闭维护将加剧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局
面。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欧洲难以找到
合适气源，若天然气价格应声飙升，欧洲
通胀将再度加剧，波及民生。

管道关闭加剧“气荒”

根据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此前发布
的通告，“北溪-1”两条天然气管道支线将
于11日至21日暂时关闭，进行常规维护。
这项维护涉及测试机械部件、自动化系统
等，旨在确保天然气管道可靠、安全和高
效运行。

俄天然气市场专家季伊万·莫宁表
示，受管道暂时关闭影响，7月“北溪-1”供
气量可能降至13亿立方米，与6月相比降
幅近60%。数据显示，5月经该管道对欧供
气量为54亿立方米，6月为32亿立方米。

俄罗斯是欧盟最大天然气和原油供
应国。2011年建成的“北溪-1”天然气管
道东起俄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

往德国，向欧盟多国输送俄罗斯天然气。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是北
溪天然气管道公司最大股东。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一名发言人11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确认，公司
已经开始对管道展开维护，天然气供应量
将在工作开始后几小时内受到限制。

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公司11日发布
声明说，俄气已表示自当日起对埃尼公司
的供气量从每日3200万立方米减至2100
万立方米。据斯洛文尼亚媒体报道，俄罗
斯对斯洛文尼亚主要天然气分销商吉奥
普林公司的供应量可能比平时减少25%。

“开源节流”成当务之急

“北溪-1”管道关闭维护令欧洲天然
气供应形势雪上加霜，“开源节流”以应对
能源短缺成为欧盟的当务之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今年下半年欧盟理事会的主要议题有三：
再思考、再建设、再供能。欧委会正加紧
起草一项紧急预案，以免供气中断时措手
不及。

6月底，欧盟理事会批准一项规定，要

求成员国天然气库存今冬前至少达到其
储气能力的 80%，并在下个冬季前达到
90%，且成员国之间可共享天然气。

为实现“开源”，欧盟努力寻找能源替
代供应方。近期欧盟多番寻求以色列、埃
及等国帮助，希望获得更多天然气供应。
但分析人士指出，欧盟要从以色列大幅增
加天然气进口，将面临成本高、工期长等
问题。

在“节流”方面，据意大利《共和国报》
报道，意政府制定了降低国内天然气消费
量的计划，措施包括减少城市内外公共照
明时间、夜间关闭历史遗迹和建筑照明等。

意大利生态转型部长罗伯托·钦戈拉
尼表示，近期将在意大利发起一项家庭节
约能源的行动。

转向煤电难解能源困局

由于欧洲天然气供需缺口巨大，仅靠
寻求新气源或降低消费量无法在短期内
弥补缺口，不少欧洲国家近期纷纷宣布重
开煤电厂或采取措施支持煤电。分析人
士指出，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让欧盟遭到
制裁“反噬”，重启煤电难以让欧洲走出能

源困局。
此前支持能源转型的欧盟官员，在一

些成员国不得不转向煤电之时变得闪烁其
词。负责内部市场的欧盟委员蒂埃里·布
雷东近日对媒体表示，只要一个国家向其
他国家证明在获取天然气供应方面已尽其
所能，便可重启煤电厂。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日前发表
声明说，为应对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德国
将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包括限制使
用天然气发电，转而更多利用煤电。

德国政府此举有悖于其此前制定的逐
步淘汰煤电的计划。根据现任联邦政府的
联合执政协议，德国将在“理想情况下”把
淘汰煤电的时间从2038年提前到2030年。

奥地利政府此前同样宣布重开南部城
市梅拉赫的一家煤电厂，以应对能源短缺。
希腊政府也宣布，为确保能源供应稳定，该
国将在2024年之前增加50%的煤炭产能。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转向煤电不仅无
法从根本上缓解欧洲能源短缺问题，还将
扰乱欧洲国家新能源发展计划，对欧盟到
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新华社柏林7月12日电

针对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墨客7月11日在其离任演说中有关香
港国安法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时指出，任何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破坏
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和活动都是不能允许的，也都是不会得逞的。
“香港特区政府已就此作出严正回应。对美方有关驻港领事

官员罔顾事实、危言耸听，对中方治港政策大放厥词，对香港政治
经济形势抹黑污蔑，我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汪文斌说。

汪文斌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国家安全得到维护，香港社
会重回正轨，法治正义得到伸张，广大香港市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
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更好保障，“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对此，香港社会
各界高度认可，国际社会也普遍欢迎。民调显示，76.2%的香港市
民认为国安法实施后基本法赋予的自由权利未受影响，63%的香
港市民认为国安法使香港营商环境改善。铁一般的事实不容歪
曲，香港的主流民意不容否认。

汪文斌说，中方一直为外国驻港领事机构依法履职提供必要
协助和支持，同时，外国驻港领事机构和人员必须尊重、遵守包括
香港国安法在内的香港法律以及包括《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内
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据新华社电

法国总理博尔内11日挺过国民议会内左翼党派联盟提出的
不信任动议。

投票结果显示，这一不信任动议在577席的国民议会中获146
票赞成，低于动议通过所需绝对多数、即289票“门槛”。

博尔内在议会开始投票前说，眼下应当就法国面临的问题展
开讨论，不信任投票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这不公平”。

不信任动议由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
提出。该党与其他主要左翼党派组成“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成
为对抗总统马克龙所属中间派联盟“在一起”的最大反对派联盟。

鉴于右翼政党法国共和党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投票前
已明确表示不会支持左翼联盟提出的不信任动议，法国舆论普遍
预测此次动议无法获得通过。

路透社认为，尽管投票结果没有争议，却足以体现左翼联盟向
马克龙政府施压的意图。 新华社微特稿

“北溪-1”管道关闭加剧欧洲能源困境 10天后能否重启成为谜团

俄气按下暂停键 欧洲“气”短心慌

欧元对美元汇率跌至平价

近20年来首次

新华社法兰克福7月12日电（记者 单玮怡）欧洲外汇
交易市场数据显示，12日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比1，
这是自2002年12月以来欧元首次与美元平价。

另据欧洲中央银行数据，11日欧元对美元汇率由前一
日的1比1.0163降至1比1.0098，自2022年初以来累计跌幅
超过11%。

德国《商报》网站分析称，欧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与
美元走强、欧元区国家通胀高企、欧洲能源危机蔓延以及在
欧洲央行加息预期下欧洲高负债国家风险上升有关。

花旗集团货币分析师易卜拉欣·拉巴里预计，在跌至与
美元平价后，欧元将继续下跌。

英国新首相之争首轮投票在即 3人已获“入场券”

下任首相会是谁？

这是7月11日在西

班牙马德里拍摄的欧元

（左）和美元纸币。

新华社发

这是2021年9月7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中）、卫生大臣贾维德（左）和财政大臣苏纳克在伦敦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定于13日举行新
党首选举首轮投票，开启新首相之争的
“第一战”。现阶段，已有3名竞选人获得
至少20名保守党议员支持，拿到参与首轮
投票的“入场券”。

根据保守党方面11日公布的选举规
则，新党首选举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由358名保守党下院议员投票锁定两
名最终候选人，第二阶段由所有保守党党
员投票，胜出者出任新党首及英国新一任
首相。

竞选人提名程序在当地时间12日18
时（北京时间13日1时）前完成，获得至少
20名保守党议员支持的竞选人进入第一
阶段首轮投票。首轮投票中，无法获得至
少30名议员支持的竞选人将被淘汰。第
二轮投票定于14日举行，届时如果仍未决
出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下周将继续举行
投票。

鲍里斯·约翰逊上周宣布辞去执政党

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后，11人先后宣布
加入继任者角逐，包括前财政大臣里希·
苏纳克、前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财政
大臣纳齐姆·扎哈维、前外交大臣杰里米·
亨特、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图
根达特、贸易政策国务大臣彭妮·莫当特、
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等。

现阶段，已有 3人获得至少 20名议
员支持，顺利进入首轮投票，即苏纳克、
图根达特和莫当特。媒体预计，特拉
斯、扎哈维和亨特也有望迈过首轮投票
的门槛。

在路透社看来，苏纳克、莫当特和特
拉斯是这场选战中的主要“领跑者”。

苏纳克 12 日正式启动竞选宣传活
动。他5日辞去财政大臣职务。正是他和
贾维德辞职，引发政府高官“离职潮”，迫
使约翰逊同意下台。

苏纳克当天在竞选宣传活动中说，
他是接替约翰逊的合适人选，有能力应

对英国当前经济困境。针对其他竞选人
提出的大幅减税承诺，他呼吁对手不要
“讲好听的童话”，称自己将以抑制通胀
为优先任务。

副首相多米尼克·拉布和交通大臣格
兰特·沙普斯对苏纳克表示支持，称后者有
“经验和能力”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沙普
斯原本也加入选战，但很快放弃，转而支持
苏纳克。

作为苏纳克的主要对手之一，特拉斯
12日获得约翰逊政府两名大臣支持。据
英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大臣据信与约翰逊
关系密切，并且都批评过苏纳克。

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无论谁出任新
首相，都将面临英国当前严重通胀、高额债
务、经济增长缓慢、民众生活成本飙升等一
系列难题。不过，这些竞选人需要先挺过
激烈的党内竞争，其中一些人恐将遭遇对
手的恶意品评。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 乌克兰财政部12日表示，
乌方当天收到美国提供的 17 亿美元赠
款。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11日通电话，讨论俄飞地加里宁格
勒州过境等问题。

乌克兰财政部 12 日在官网发布消
息说，乌方当天收到美国提供的17亿美
元赠款，这笔资金由美国国际开发署、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创
建的一个信托基金提供。乌财政部还
说，6月 29日乌方已收到美国13亿美元
赠款。

据白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卢卡申科
与普京认真且详细讨论了加里宁格勒州
过境问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双方讨论
了可能的合作步骤，以应对立陶宛对加里
宁格勒州的过境限制。

据立陶宛海关12日发布的消息，过去
一天，共有34辆载有受制裁货物的俄罗斯
货车被禁止通过立陶宛边境，这些货物包
括汽车零件、木材和木制品、家具、润滑
油、玻璃等。另据波罗的海通讯社报道，
自7月10日起，来自加里宁格勒州的木材
等货物被拒绝进入立陶宛。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1日报道，乌总统
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与荷兰首相吕特举
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荷兰向乌提供重
武器援助以及乌战后重建等问题。泽连
斯基在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与吕
特讨论了乌方急需的火炮系统，但目前不
便透露细节。吕特表示，荷兰将在双边和
多边关系上加强与乌方合作，在军事上向
乌提供援助。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2日援引乌各地
军事部门的消息报道，俄军当天对哈尔
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区进行了
炮击。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2
日说，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高精度陆
基导弹，摧毁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别
列赞居民点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系统
发射装置。此外，俄国防部正在关注参
与乌境内作战的外国雇佣兵，其实际人
数远低于乌方宣称的2万人且正在持续
降低。

乌克兰称收到美方

17亿美元赠款

乌克兰局势

我外交部回应美驻港领事官员离任演说

坚决反对对治港政策大放厥词

伊朗外交部称在伊核协议恢复履约问题上

美国言行不一“换汤不换药”

法国总理挺过议会不信任动议

左翼出难题 马克龙政府再过关

美国加州连发六起便利店劫案 疑同一人作案

“7·11”这天 劫匪盯上7-11

据新华社德黑兰7月12日电（记者 高文成）伊朗外交部发
言人卡纳尼12日说，美国拜登政府口头上表示愿意重回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但在实际行动中延续了上届政府对伊朗的极限
施压政策。

据伊朗外交部网站消息，卡纳尼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上届
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严重损害通过多边外交解决争端
的机制，而本届美国政府尽管声称要重返伊核协议，却在实践中采
取与上届政府同样的做法，继续对伊朗施加制裁和经济压力。”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近期访问中东地区。他日前在美国媒体刊
发署名文章，称其政府将继续对伊朗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直到伊
朗愿意恢复履行伊核协议。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11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外交不是一条
单行道，达成最终协议需要美国接受现实、展现灵活和提出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