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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普京前后脚访问中东
伊朗警告将回应美国敌对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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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以色列国防系统

拜登当地时间13日抵达以色列。他
在欢迎仪式上强调，将力促以色列在中
东地区的融合，并确保全力阻止伊朗核
计划。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等一起
参观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他在接受以
色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排除将
使用武力“作为针对伊朗的最后手段”。
拉皮德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国家安全
问题，包括“建立强大的全球联盟以阻止
伊朗核计划的必要性”。

伊朗方面密切关注拜登首访中东，
警告此访或给中东地区安全稳定带来威
胁，伊朗将在利益受到损害情况下“果断
回应”。伊朗总统莱希说，美国政府一再
强调他们对伊朗施加空前压力，但是，伊
朗绝不会从“正当且合乎逻辑的立场”退
缩。美方必须认清现实，并从过往经验中
吸取教训，而不是重复对伊朗极限施压
的“失败经历”。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致信这
一地区多国领导人，建议这些国家提防
任何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阴谋。他
说，安全领域的冒险主义不仅不能解决
问题，反而会加剧问题。

拜登行前在美国媒体发文，宣称他
上任以来中东地区“更加稳定和安全”，
他将以这次访问延续“那些有希望的趋
势”。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驳。卡纳尼说，
美国政客应该知道对中东地区采取“暴
力政策”会有反应，尊重别国主权和独立
才是他们为这一地区带来和平可以采取
的最佳方式。

根据日程安排，拜登14日将同拉皮
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举行会晤，并出
席印度、以色列、美国、阿联酋四国领导
人线上会议。15日将访问巴勒斯坦约旦

河西岸地区，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
行会晤，随后前往沙特阿拉伯，会晤沙特
王储穆罕默德。

普京第二次外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
表示，普京准备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与
伊朗总统莱希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
行三边联合会议，并将分别举行双边会
晤。佩斯科夫透露，普京与埃尔多安的双
边会晤将安排在19日。

俄乌冲突已进入第五个月，这是普
京自2月24日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
第二次外访。上月，普京访问了塔吉克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

据报道，埃尔多安11日已与普京通
过电话。据土耳其总统府声明，双方讨论
了经济合作、叙利亚局势、俄乌冲突以及
在黑海建立粮食出口安全走廊等事宜。

普京与莱希上一次会面是在6月底，
两人在土库曼斯坦召开的里海沿岸国家
首脑会议上见面。6月上旬，普京还与莱
希就伊核问题通电话。

普京出访伊朗与拜登的中东之行时
隔不到一周。以色列和沙特被认为是伊
朗在地区内的两大对手。伊朗塔斯尼姆
通讯社称，普京访伊朗“是对拜登中东行
的回应”，而经济合作将是伊俄合作的优
先事项。

此外，在俄方宣布普京行程前一日，
美方刚刚就“伊朗将向俄罗斯提供作战
无人机”发出警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沙利文11日称，美方情报显示，伊
朗政府正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无人
机，其中部分具有作战能力。

加强合作，弥合分歧

媒体分析，在俄乌冲突僵持的背景

下，普京此行有意加强三国间合作关系，
同时也试图在叙利亚局势、石油供给和
俄乌立场等方面弥合分歧。

伊朗媒体称，普京访问德黑兰将讨
论如何加深两国经济关系。此前，伊朗方
面多次表示愿意与俄签署长期经贸协
议。伊朗-俄罗斯联合商会称，自俄乌冲
突爆发以来，伊朗对俄出口量上升。

分析人士认为，同样面对西方制裁，
伊朗或许可以为俄罗斯提供一条关键的
通商路线，并为俄罗斯在制裁下继续出
口石油支招。

与此同时，俄土经济合作或加强。埃
尔多安11日与普京通话时表示，双方重
点关注了经济合作，包括完善法律和合
同框架、增加贸易量和本币结算、俄罗斯
保证能源持续供应等问题。

普京此行还可能试图缓和与两国
的关系。在俄乌冲突持续下，俄伊之间
正陷入一场石油“价格战”。俄罗斯和伊
朗同为石油出口大国。在西方制裁下，
俄罗斯降低油价以换得更多的出口量，
为此伊朗不得不降低其本就已经很便
宜的油价。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前不久刚
刚同意瑞典和芬兰“入约”，这与俄罗斯
立场相悖。

克里姆林宫称，普京此行将参加
“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国家首脑会议，以
促进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伊朗和俄罗斯
为叙利亚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和政
治支持，而土耳其则长期支持叙利亚反
对派。三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有共识，也
有对抗。

此外，媒体预计三国还将讨论黑海
粮食出口安全问题。埃尔多安此前表示，
希望俄罗斯能解除在黑海对乌克兰粮食
出口的限制。作为粮食进口国，粮价暴涨
引发的危机对土耳其冲击较大。

综合新华社、上观新闻等

本报讯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新党首
选举首轮投票当地时间13日举行。8名竞
选人中，2人因未获得足够数量议员支持
出局，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所得票数
最高。根据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团
体“1922委员会”公布的竞选规则，议会
下院358名保守党议员参与当天的投票。

结果显示，苏纳克获得88票，前国防
大臣莫当特67票，外交大臣特拉斯50票，
前国务大臣巴德诺赫40票，议会下院外
交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37票，总检察长
布雷弗曼32票。

由于未达到至少30名议员支持的
“门槛”，前外交大臣亨特和新任财政大
臣扎哈维遭淘汰。美联社援引扎哈维的
说法报道，他不打算再对竞选做“任何介
入”。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3日报道，亨特
接下来将转而支持苏纳克，“他是我在英

国政界遇到的最体面、坦诚的人之一，具
有最高标准的诚信。”亨特说。苏纳克5日
辞任财政大臣，触发约翰逊政府“离职
潮”，继而迫使约翰逊同意下台。

在通货膨胀高企背景下，税收政策
成为这次竞选焦点。几乎所有竞选人都
承诺大幅减税，以争取支持。但在苏纳
克看来，当前要务是抑制通胀，而非大
幅减税。

据美联社报道，首轮投票排名第二的
莫当特来自军人家庭，平易近人，被认为
是“一股清流”，在保守党民意调查中支持
率一直较高。她13日在竞选活动上说，经
历约翰逊丑闻影响后，保守党需要恢复

“标准和信任”，选民们对保守党不兑现承
诺感到厌烦，对政治分裂感到厌烦。

根据竞选规则，保守党议员接下来
将继续举行淘汰式投票，直至锁定两名

候选人。之后，所有保守党党员将以邮寄
选票的方式参加选举，胜出者出任新党
首及英国新一任首相。议会定于9月5日
复会，新首相将在那时揭晓。

约翰逊7日宣布辞任保守党党首和
首相，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据法新
社报道，虽然约翰逊表示不会支持任何
竞选人，但他的一些支持者没有停止对
苏纳克的抨击，一直支持特拉斯。按美联
社说法，约翰逊办公室否认“唱衰”苏纳
克。一名发言人坚称，约翰逊在选择接任
者的活动中保持中立。 据新华社

本报讯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3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同比增长9 . 1%，涨幅创近41年新
高。分析人士表示，通货膨胀持续高企将强
化市场对美联储会进一步大幅加息的预
期，而这种激进货币政策或将加剧美国经
济衰退风险。

最新数据显示，由于能源、食品价格和
居住成本持续攀升，6月美国CPI环比和同
比增幅均较5月明显扩大。具体来看，能源
价格环比上涨7 . 5%，同比大幅攀升41 . 6%。
其中，汽油价格在6月一度突破每加仑5美
元大关。当月，食品价格环比增长1%，同比
上涨10 . 4%。占CPI比重约三分之一的居住
成本环比增长0 . 6%，同比涨
幅5 . 6%。

在连续3个月超过8%以
后，CPI同比涨幅破“九”再次
突破市场预期。不少美国媒体
和经济学家将通胀高企归咎
于白宫和美联储错判形势，推
行过度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
币政策，对市场的变化应对迟
缓。另外，地缘局势导致的全
球能源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
暴涨、全球疫情反弹导致供应
链持续中断等因素不断推高
本已居于高位的通胀。

展望短期走势，美国企
业研究所经济学家拉赫曼告
诉记者，随着原油、铜、木材
和小麦等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美国通胀可能会在短期
内见顶。不过，也有专家对此
表示悲观。BMO资本市场公
司资深经济学家瓜蒂耶里在
一份报告中指出，汽油价格
回落、零售业迎来夏日折扣
季或对抑制通胀有所帮助，
但核心通胀率仍面临压力，
暂时不会见顶，并可能在“比
预期更长的时间内顽固地维
持在高位”。

美联储定于7月26日至
27日召开新的货币政策会
议。自3月以来，美联储已三
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上调至1 . 5%至1 . 75%
之间。在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
上，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是
自1994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
次加息。随着通胀破“九”，美
联储将再次激进加息已经成
为市场共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
曾表示，在7月的货币政策会
议上，美联储或将决定继续
加息50个基点或75个基点，
但以目前形势看，不少市场
人士对加息幅度的预期甚至
已超过75个基点。

富国银行证券分析师豪
斯和普格利泽认为，美联储
再次加息75个基点似乎是应
对持续物价压力的“下限”，而非“上限”。芝
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3日显
示，交易员预期美联储7月加息100个基点
的概率已达到80%左右。

拉赫曼告诉记者，通胀屡创新高，几乎
肯定会导致美联储继续推行激进加息政
策，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面对美国国内经
济和金融市场疲软的态势，美联储的货币
政策势必会加大美国经济在年底前“硬着
陆”、股市和债市“进一步动荡”的风险。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
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 . 6%。上世纪80
年代担任美联储理事的赫勒在最新发表的
文章中表示，美国经济已陷入连续两个季
度萎缩的技术性衰退，并将在2023年初迎
来更加严重的第二次衰退。德意志银行经
济学家日前也预计，美国经济将于2023年
年中陷入衰退，失业率将在2023年第四季
度达到5 . 4%的峰值，显著高于当前的水平。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
当地时间13日抵达
以色列特拉维夫附
近的本-古里安国
际机场，开始其就
任总统以来对中东
地区的首次访问。
而克里姆林宫12日
证实，俄罗斯总统
普京将于19日访问
伊朗，与伊朗总统
莱希和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举行三边
和双边会晤。

英国保守党新党首竞选首轮投票结束

6人入围次轮，苏纳克“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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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顾客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一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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