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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人于7月27日发布1万亿美元
新一轮新冠疫情纾困计划草案。白宫官员
和两党领袖就此多次谈判，但仍分歧明显。
额外失业救济金到期当天，两党领袖互相指
责，称对方是造成救济金“断粮”的原因。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
奈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共和党人尝试
了几种办法延长失业救济，而民主党人阻止
了所有提案。众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则在
记者会上说，此前民主党人就已通过一个应
对疫情的方案，而共和党人想“暂停一下”，
但病毒却没有停。佩洛西所指为众议院5
月中旬通过的一项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的
资金援助计划。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报道，白
宫官员和民主党领袖于8月1日在国会山
进行了谈判，会后双方都表示取得了进展，

但离达成协议尚存距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约有2500

万人领取了额外失业救济金。在共和党人
日前发布的新一轮纾困计划草案中，这一额
外失业救济金被削减到每周200美元。

民主党人对此强烈反对，他们希望将
600 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延期至明年 1
月。佩洛西此前在推特上表示，美国民众需
要购买食物、支付房租，共和党人不应在这
个问题上讨价还价。

白宫和共和党方面多次表示，每周600
美元的额外失业救济金降低了民众工作积
极性。但这一说法遭到不少经济学家的质
疑。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亚当·波森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人们不会因
为福利太慷慨而不去工作，暂时削减或者暂
停发放失业救济的政策没有用。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即便额外
失业救济金降低民众工作积极性，影响也是
微小的，但救济金能刺激消费需求，从而降
低失业率。

共和党人的1万亿草案还包括新一轮
的给工薪阶层每人1200美元现金补贴，对
小企业贷款项目的数十亿补充资金，对雇主
的责任豁免保护，以及对学校的援助等。值
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此前在3万亿方案中提
议向在疫情中面临财政压力的州和地方政
府提供近1万亿美元援助，而共和党人的方
案没有针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新拨款。

在两党忙着互相指责、新一轮纾困计划
前景不明的时候，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继续激
增，多项经济数据亮红灯。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
间1日晚，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
46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5.4万例，均
居全球之首。

美国商务部7月30日公布的首次预估
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美今年第二季
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萎
缩32.9%，萎缩幅度远高于一季度的5%，
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劳工部
数据显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过去两

周连续上升，逆转了此前三个多月持续下
降的趋势，这表明美国就业市场复苏已出
现反复。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
日前警告，如果将额外失业救济金削减至每
周200美元，到今年年底失业率将高出0.6
个百分点。

根据富国证券经济学家的测算，在没有
额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美国家庭总收入
每月将减少约720亿美元，很可能对消费支
出造成显著影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美国经济
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成功控制住疫情。近来美国新冠确诊病
例增加，控制疫情蔓延的新举措开始对经济
活动造成压力。鲍威尔也指出，当前美国经
济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

波森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两党僵持不
下，他认为在国会8月休会前两党有望达成
一致。他预计新一轮纾困政策规模将在2
万亿美元左右，将包含失业救济金延期、针
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等内容，并能对美国
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同时提醒，
控制住疫情才是促进经济复苏的关键。

新华社华盛顿8月1日电

美国失业救济金已“断粮”
新一轮援助未谈拢

根据美国国会3月底批准的约2万亿美元新冠疫情纾困计划，联邦政府在各州失
业救济金的基础上，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每周600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于7月底正式到
期。

然而，截至8月1日，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尚未就新一轮财政援助达成一致。经济
学家警告，若不及时出台新的救济计划，已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将遭受更严重打击。

新华社日内瓦8月1日电 世界卫生
组织8月1日宣布，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计疫情
持续时间较长，需要有长期应对措施。

距5月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仍
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已过去3个月。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
定，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7月31日
召开会议，对疫情现状进行讨论和评估，

更新疫情应对建议，并于8月1日发表会
议声明。

根据声明，突发事件委员会一致同意
目前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同时强调疫情估计将持
续较长时间，社区、国家、区域、全球等层
面的持续应对努力十分重要。

委员会在声明中建议世卫组织继续
动员全球和区域多边组织以及合作伙

伴，推进新冠疫情的预防和应对工作，以
支持世卫组织会员国维持卫生服务，同
时加速研究并最终获得诊断工具、疗法
和疫苗。

委员会建议会员国支持研究工作，包
括通过资助并参与“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
具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等举措，共同努
力使诊断工具、疗法和疫苗能够公平分
配；各国在资源不足、较脆弱或高风险环

境中，加强新冠病例识别和接触者追踪的
公共卫生监测，从资金、物资供应、人力资
源等方面着手维持基本卫生服务；各国根
据风险评估实施相应的旅行措施和建议，
并定期审查这些措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接受委
员会的建议。他表示，新冠大流行是“百
年一遇的健康危机，其影响将持续数十
年”。

据新华社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谢
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1日宣布，阿拉伯世界第一
座商业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当天投入运营。

阿勒马克图姆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我们今天正式宣布，阿
联酋成功启动阿拉伯世界首个用于和平目的的核反应堆。专家
装填核燃料、开展综合测试并成功启动。”

巴拉卡核电站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以西海滨地区，2012
年动工，原定2017年年底投入运营，但一再延迟。阿联酋监管机
构官员说，延迟是为确保核电站在安全和监管方面达标。阿联酋
核能监管机构今年2月证实，已经向巴拉卡核电站第一个核反应
堆发放运营执照。

阿联酋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哈马德·卡比当天说，巴拉卡
核电站投入运营对阿联酋来说是“历史性里程碑”。

巴拉卡核电站由韩国方面主导的财团承建，耗资244亿美
元，共有4个反应堆，完全投入运营后，装机容量将达到5600兆
瓦，可以满足阿联酋四分之一的用电需求。

阿拉伯世界
首座核电站投入运营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日本和美国新一轮军费分摊谈判原
定今年夏季启动，受新冠疫情影响，可能推迟至秋季。

共同社1日报道，韩国与美国军费分摊谈判迟迟没有结果，日
美军费分摊谈判可能同样艰难。

围绕2021年至2025年驻日美军军费分摊比例，双方原定夏
季启动正式谈判，因疫情推迟。日本政府打算在今年12月底决定
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以前与美方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先前多次提及军费分摊比例不公
平，要求日方多掏钱。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
顿在回忆录中说，特朗普要求日本每年支付80亿美元驻日美军经
费，相当于日本目前负担额度的4倍多。

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另一盟友韩国，特朗普同样要求韩方多负
担美军驻扎经费。韩美去年9月起举行多轮磋商，双方对分摊额
度分歧过大，迄今未能达成协议。

共同社援引日本外交界人士的话说：“如果韩国（与美国）就
分摊额度谈不拢，那日本也无法开始。”这家媒体提及美国国务院
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换岗”可能使
日美谈判前景更不明朗，原因是史迪威先前主导美韩军费分摊谈
判，原定负责与日方谈判。

日美或秋季启动
新一轮军费分摊谈判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乔·拜登即将
宣布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潜在人选及其团队正在与拜登团队接
洽。

拜登现已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5月曾说希望在8月1
日左右公布竞选副手人选，但尚未作出最终决定。美联社援引几
名不愿公开姓名人士的话报道，拜登团队公布人选的声明不会早
于8月10日。届时距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仅一周时间。

根据美国竞选传统，竞选人通常在提名大会之前宣布竞选搭
档。在作出决定前，竞选团队会有专门委员会筛查潜在人选，并
向竞选人提供相关人选材料。

据了解，拜登团队评估的人选名单上共有十余人。拜登预计
很快启动与潜在人选的一对一交谈，这是选择搭档的最重要环
节。

从媒体报道看，排名最前的潜在人选包括代表加利福尼亚州
的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代表加州的联邦众议员卡伦·巴斯
和贝拉克·奥巴马任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这
几人均为女性及拥有少数族裔背景。

拜登现年77岁。有评论说，这将是拜登近50年政治生涯中
最重要的选择。

本月1日，超过60名非洲裔宗教领袖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拜
登选择非洲裔女性作为竞选搭档。信件称，美国正在面临不可忽
视的“种族清算时刻”。

参与公开信署名的马修·沃特利牧师说：“我们的社区危如累
卵，我们相信，拥有一名非洲裔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将是获取11月
胜利最清晰的路径，我们的国家需要前进。”

《政治报》本周在一篇文章中说，拜登团队的筛查委员会联合
主席克里斯·多德对哈里斯强硬的辩论表现感到担忧。为此，哈
里斯的盟友们立即采取行动，一些加州官员和工会领导人呼吁拜
登团队重视哈里斯在加州工会和政界的支持度，支持哈里斯竞选
的捐款人呼吁，“从各个标准看，哈里斯都将是最佳选择”。

拥有非洲裔血统的哈里斯尚未直接回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的预期，但她在8月1日一场俄亥俄州民主党在线会议上说：“突
破障碍意味着打破某些事，有时你会被割伤。有时它会伤害你，
但它值得。”

拜登即将宣布
其副总统竞选搭档

世界卫生组织8月1日宣布

新冠疫情预计持续时间较长

新华社马尼拉8月2日电 菲律宾卫
生部 2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032
例，再创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新高，目前
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103185例。

菲律宾已连续四天刷新该国单日新
增病例数纪录。首都马尼拉依然是该
国疫情“重灾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5
万例。

菲卫生部的数据还显示，2日该国报
告新增死亡病例 20例，累计死亡 2059
例；新增治愈301例，累计治愈65557例。

鉴于确诊病例数近日呈快速增长趋
势，菲律宾80多个医务工作者专业团体1
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政府立即改变策
略，在首都马尼拉及其周边省份重新实施
严格的社区隔离措施以遏制疫情蔓延。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8月2日电 南非
卫生部1日深夜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
示，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已突破50
万。

卫生部说，当天南非新增确诊病例
10107例，累计确诊503290例，累计治愈
342461例，累计死亡8153例。

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表示，过

去两个月，南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迅速
攀升，但现阶段已经趋于稳定，特别是在
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这意味着防疫
措施已经取得了效果。

拉马福萨说，南非将在8月自行生产
出2万台无创呼吸机。目前，首批机器已
在开普敦的工厂下线，这使南非成为非洲
首个能自行设计、生产无创呼吸机的国家。

越南疫情反弹 隔离逾9万人

菲律宾累计确诊病例超10万例

南非新冠确诊病例数突破50万

新华社波哥大8月1日电 哥伦比亚
国家卫生研究院8月1日公布的新冠疫
情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创新高，达 10673 例，累计确诊 306181
例。

数据显示，哥伦比亚新增死亡病例
225 例，累计死亡 10330 例，累计治愈
160708例。哥伦比亚33个一级行政区
全部报告了新冠病例，其中首都波哥大确
诊104656例，超全国总数三分之一。

哥伦比亚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长鲁伊

斯当天表示，该国各地疫情态势不同，有
关方面近来在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
基础上对病毒的认识逐渐加深，在增设病
房床位、开展远程诊疗等方面持续改进防
疫措施。

近来，随着复工复产范围扩大，哥疫
情进入快速发展阶段。7月20日，哥累计
确诊病例超20万；7月28日，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首次破万；7月31日，累计死亡病
例破万。多座城市重症病房床位紧张。
首都波哥大部分地区已暂停复工复产。

哥伦比亚日增新冠病例创新高

8月1日，人们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出行。 新华社

7月31日，在越南河内，医务人员为一名近期去过岘港的儿童采集血样，进行新冠
病毒检测。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继7月31日
出现首例新冠死亡病例，越南8月1日报
告新增40例确诊病例，超过9万人接受隔
离。

越南卫生部1日上午通报新增12例
确诊病例，1日晚通报再增加28例。绝大
部分新增病例都在中部滨海城市岘港确
诊，或是岘港医院患者，或是亲属及密切
接触者。

截至1日，越南新冠死亡病例增至3
例，确诊病例累计586例，其中304例为
输入病例，142例为关联本轮疫情的确诊
病例。

岘港是越南最受欢迎的滨海度假胜

地，每年夏季吸引大批游客。这座滨海小
城7月25日出现本土确诊病例，28日起

“封城”。由于确诊病例持续增加，岘港已
经强化安全措施、设置更多检查站防止人
员进出。

这轮疫情已经扩散至越南多地，包括
首都河内和南部港口城市胡志明市。越
南政府正加大对从岘港返回人员的新冠
病毒检测力度。

越通社报道，越南目前已有91462人
处于隔离状态，这些人或是确诊病例的密
切接触者，或从岘港返回。这9万多人
中，953人在医院隔离，18063人在隔离点
隔离，72446人居家隔离。

据新华社电 伊朗1日宣布抓获一个总部据信设在美国的“恐
怖组织”头目，指认后者是制造2008年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清真
寺爆炸及其他未遂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援引伊朗情报和安全部一份声明报道，
反政府组织“闪雷”头目贾姆希德·沙尔马赫德被伊朗安全部队抓
获，他涉嫌“在伊朗境内主导武装和破坏活动”。声明没有提及身
处美国的沙尔马赫德如何以及何时被捕。

设拉子一座清真寺2008年4月12日晚发生爆炸，14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伊朗政府认定爆炸袭击与“闪雷”有关。按伊方说
法，“闪雷”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意图推翻伊朗政府。

法新社报道，伊朗方面在2009年和2010年共处决5名参与
制造清真寺爆炸事件的嫌疑人。

除这起爆炸案，伊朗情报和安全部还指认“闪雷”制造2010
年伊朗前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陵墓爆炸事件，策
划对设拉子一处大坝和德黑兰年度书展发动爆炸袭击。

伊朗2015年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这一协议，恢复并
追加对伊朗制裁，引发美伊对抗加剧。美军今年初袭杀伊朗高级
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令美伊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7月31日在宰牲节
全国电视讲话中炮轰美国对伊制裁是“犯罪”，说伊朗不会就弹道
导弹及核问题与美国谈判，伊朗人应当抵抗美方施压。

伊朗宣布抓获
美国“恐怖组织”头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