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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遗失普定县金光建材物资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关岭康乐大药房公章、关岭广芝堂大药房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开发区黔城壹号便利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5204900042422），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开发区吴记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204900005157），声明作废。
●遗失贵州省安顺监狱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登记号

G7367128-252040211A1001），声明作废。
● 遗 失 安 顺 市 平 坝 区 天 龙 中 心 小 学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7117000507102；账号：2341010001201100116458，声明作废。
●遗失关岭自治县八德乡罗丹食杂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5204240012772），声明作废。
●李福英遗失贵州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付款收据，票号1712132，

金额63154元，声明作废。

5月29日，以色列民众在耶路撒冷举行“耶路撒冷
日”游行。

数万名以色列民众29日举行“耶路撒冷日”游行，纪

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耶路撒冷全
城控制权。游行引发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军警冲
突，造成约2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据新华社

哥伦比亚29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
票。哥国家民事登记处当晚发布的初步
计票结果显示，左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
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
和独立参选人鲁道夫·埃尔南德斯得票领
先，将共同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本届总统选举备受关注，是因为左
翼候选人佩特罗民调一直领先，有望打
破哥伦比亚长期以来右翼执政的局面。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在选民通过第一轮
投票抛弃右翼和传统政治势力后，第二
轮投票形势依旧不明，谁能笑到最后尚
难预料。

左翼先锋

截至记者发稿时，99.99%的选票已
完成计票。结果显示，佩特罗和埃尔南
德 斯 的 得 票 率 分 别 为 40.32% 和
28.15%。由于两人均未获得半数以上选
票，他们将在6月1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
第二轮投票中展开最终角逐。中右翼竞
选联盟“哥伦比亚队联盟”候选人费德里
科·古铁雷斯得票率23.91%，位居第三，
无缘第二轮投票。

佩特罗1960年出生，曾参加哥伦比

亚左翼游击队 M-19（“4 月 19 日运
动”）。游击队解散后，他联合其他前游
击队成员成立新政党，曾担任国会参议
员、众议员和波哥大市长等职务。在担
任参议员期间，他曾批评右翼武装和政
客间的联系；在担任波哥大市长期间，他
大力推动反腐斗争和公共事业建设。

佩特罗曾在2010年和2018年两次
参加总统竞选。他本次竞选的核心主张
之一是让哥伦比亚经济发展摆脱资源依
赖，推动可持续发展转型。他承诺上任
后将叫停全部新建原油项目，用发展旅
游业和绿色能源以及征收财富税等方式
替代当前政府依赖的石油收入。他表示
将向富裕阶层额外征税平衡财政赤字，
以保证社会公平，这成为其最有左翼特
色的政策。

半路黑马

此前民调中，支持率的前两位长期
被佩特罗和古铁雷斯占据，因此当地舆
论曾普遍认为，总统选举第二轮角逐将
在这两人之间展开。但5月以来，埃尔
南德斯支持率一路走高并超过古铁雷
斯，最终在首轮投票中力压古铁雷斯出

线，成为半路杀出的黑马。
今年77岁的埃尔南德斯毕业于哥

伦比亚国立大学土木工程系，1972年创
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曾在2016年
出任布卡拉曼加市长，在2018年因掌掴
本地议员而遭哥检察部门调查，2019年
宣布辞职。同年，他创立了一个聚焦反
腐的政治团体。

埃尔南德斯自称“工程师”，宣传自
己是政治的“局外人”。他在此次选举中
作为独立参选人参选，主打反腐牌。分
析人士认为，不少哥伦比亚人都通过支
持埃尔南德斯来展示自己对政府腐败的
不满，他们也相信作为成功企业家的埃
尔南德斯不会在执政中贪污腐败。

与其他候选人不同，埃尔南德斯并
不热衷于参加传统的政治辩论，更喜欢
通过网络平台接触支持者。哥伦比亚国
立大学政治分析专家吉列尔莫·埃瑙认
为，埃尔南德斯在首轮投票中的胜利反
映出哥国内政治参与形式的转变，“这是
一场数字政治对传统政治的胜利”。

局势不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

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指出，哥伦比
亚选民目前明显的情绪就是反对传统，
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表明他们抛弃了
右翼保守力量和传统政治力量。

分析人士指出，哥伦比亚的经济现
状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据官方
统计，2021年，哥全国约39%的人口月
收入低于89美元。今年4月，哥通胀率
达9.2%，创下近20年来新高。很多民众
对食品价格上涨、高通胀率和社会不公
正感到不满，对长期执政的右翼势力感
到失望。

关于第二轮投票，民调机构“In-
vamer”此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是佩
特罗和埃尔南德斯对决，两人的支持率
分别为50%和47.4%，佩特罗虽然占优，
但优势不明显。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第二轮投票充
满不确定性，结果难以预料。佩特罗可
能需要改变自己的部分主张，以争取更
多中间派选民的支持。埃尔南德斯在首
轮投票结束后得到古铁雷斯的公开支
持，这有利于他吸引右翼选民，但也可能
影响他的“政治素人”形象，导致其基本
盘流失。

新华社北京 5
月 29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29日
说，俄空天军使用高
精度远程导弹摧毁
乌克兰一处大型军
火库。据乌克兰总
统网站消息，乌总统
泽连斯基29日视察
了哈尔科夫州乌军
前沿阵地。

——俄罗斯国
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29日上午通报
说，俄空天军使用高
精度远程导弹摧毁
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
夫斯克州的一处大
型军火库。过去一
天中，俄方使用空基
高精度导弹打击乌
方3处指挥所、25处
人员与军事装备集
中区、2个炮兵连以
及“黄蜂-AKM”防
空导弹系统的一座
发射装置等设施。
科纳申科夫说，自开
展特别军事行动以
来，俄军共摧毁乌军
183架飞机、128架
直升机、1049 架无

人机、325套防空导弹系统、3309辆坦
克和其他装甲车、447台多管火箭炮、
1722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3270辆特
种军用车辆。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消息，泽连
斯基29日除视察哈尔科夫州乌军前沿
阵地外，还视察了被炸毁的哈尔科夫市
行政大楼、被炸居民楼等地，并且听取
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西涅古博夫、
哈尔科夫市长捷列霍夫等官员汇报。

——克里姆林宫网站29日发表声
明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塞尔维亚
总统武契奇通电话讨论了乌克兰局
势。两国领导人磋商了包括扩大互利
经贸合作在内的双边关系中重要议
题。经双方协商，俄方将继续向塞方不
间断供应天然气。

——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
谢尔盖·盖代2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卢
甘斯克地区中心城市北顿涅茨克仍然
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俄军被乌军继续阻
挡在北顿涅茨克郊区。盖代说，乌军击
退了曾一度控制利西昌斯克至巴赫穆
特高速公路的俄军。利西昌斯克至巴
赫穆特的高速公路是连通卢甘斯克地
区西部至顿涅茨克地区东北部的重要
物资补给线。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车臣
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28日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说，卢甘斯克地区的北顿涅
茨克市已经处在俄军控制下。“北顿涅
茨克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座城
市已经解放，居民可以轻松呼吸。从
现在开始，他们不再处于危险之中。”
卡德罗夫说。

—— 据 乌 克 兰 国 家 通 讯 社 报
道，当地时间 28 日夜间，梅列法市
的一座太阳能变电站被俄军导弹摧
毁，该市位于哈尔科夫市西南约 30
公里处。

新华社雅加达5月29日电 帝力
消息：中国第九批援东帝汶医疗队联
合东帝汶卫生部28日在利基萨市医
院举办健康义诊活动。

此次义诊活动主要是为当地老兵
提供医疗保健和专业咨询，同时为利基

萨市及附近的村民提供义务诊疗服务。
此次义诊活动以治疗骨关节疼痛

及慢性心血管疾病为主，配合传统中
医方法进行治疗。当日，除向就诊患
者免费发放所需药品外，医疗队还为
100多名当地患者提供了义诊服务。

东帝汶卫生部官员席尔瓦及利基
萨市市长戈梅斯对中国医疗队为利基
萨市医疗卫生事业提供的援助表示诚
挚的感谢。席尔瓦表示将继续和中国
医疗队合作，并希望能在当地传播中
医知识。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
经济学家阿迪蒂亚·马图日前接受新华
社记者线上专访时表示，中国有应对经
济下行压力的政策空间和能力，稳定增
长的中国经济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
展提供稳定支持。

马图表示，中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区域内很多国
家经济增加值的重要贡献市场，比如，
对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来
说，中国最终贡献了他们经济增加值的
约十分之一。“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就
像是该区域的公共产品，为区域发展提
供稳定支持。”

马图认为，与其他经济体一样，中
国经济也面临新的增长风险，包括新冠
疫情持续、国际金融环境趋紧以及俄乌
冲突带来的冲击。他表示，应对多重增
长风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并非易

事，不过，中国在疫情前期采取了较为
克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而现在拥有
政策空间来应对冲击。

世行最新一期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
济形势报告预计，今年该地区发展中经济
体经济将增长5%，较去年10月预测下调
0.4个百分点。马图表示，面对这些挑战，
区域内各国应看到全球贸易格局转变和
技术快速传播带来的新增长机遇。

马图呼吁各国保持贸易畅通。“出
口限制措施是国际贸易中‘囚徒困境’
的一个例子：你采取的行动看似符合自
身利益，实则只会导致包括自己在内的
所有人处境都变得更糟。”

他还建议各国加强构建数字基础
设施，促进技术的使用和传播。“中国在
这方面十分成功，正致力于制定一套管
理办法，兼顾把握发展机会和解决数字
隐私保护等问题。”

“蛋鸡饲料成本急剧增加，鸡蛋生
产成本高涨，零售价格却‘封顶’。我
们的生产变得不可持续。”不断升高的
通胀数据让瑞典鸡蛋供应商约翰·韦
兰德十分无奈。

韦兰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以
西约160公里的厄勒布鲁市郊外经营
一家蛋鸡农场。站在饲养着9万多只
蛋鸡的饲料筒仓和农场建筑之间，韦
兰德向新华社记者描述了最坏的结
果：“情况很紧迫，除非鸡蛋指导价格
上调，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逐步退出现
有业务，停止生产。”

在俄乌冲突之前，瑞典一个鸡蛋
的全部生产成本是0.8瑞典克朗（1美
元约合10瑞典克朗）。如今，这仅能
覆盖饲料成本。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
重要农产品出口国，是许多农产品上
游供应方。眼下，瑞典从面包到饲料

都面临价格上涨压力。
瑞典蛋业协会会长登内贝格日前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鸡饲料价格最
近翻了一倍，而商店中的鸡蛋价格并
没有同步上涨，对鸡蛋产业造成毁灭
性打击。据瑞典蛋业协会介绍，俄乌
冲突前，协会与主要零售商达成固定
价格的长期采购协议，农场无法通过
提价转嫁成本。瑞典蛋业协会成员由
孵化场、肉种鸡饲养者、鸡蛋供应商、
包装商和饲料商组成。

协会运营经理霍格斯塔迪乌斯
告诉记者，要想供应商不亏本，每个
鸡蛋需要提价至少0.5瑞典克朗。她
认为，除非零售商决定向供应商支付
超过现有合同规定的费用，否则许多
供应商将面临倒闭的风险。目前，瑞
典鸡蛋重新定价的谈判正在进行，不
少供应商预测，未来鸡蛋价格将“大

幅上涨”。
鸡蛋价格上涨或许能缓解供应商

的燃眉之急，却让消费者雪上加霜。
瑞典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瑞典

4月通货膨胀率为6.4%，高于3月的
6.1%，为 1991 年 12月以来最高值。
瑞典消费者面临生活成本全面上涨
压力。

“我们对未来感到担忧。”斯德哥
尔摩居民弗雷德里克·桑德贝里说。
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对通胀和生活
压力有着切身体会。他表示，完全理
解农场必须涨价才能勉强生存的无奈
之举，并准备好购买便宜货来应对经
济压力。

“不幸的是，许多低收入人群，例
如单亲父母、领取救济的人可能已经
被迫这么做了，没有人知道这种螺旋
式的通胀何时结束。”他说。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5 月 29 日电
由于连日强降雨，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
州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截至当地时间
29日晚已造成84人死亡，另有56人失
踪，3957人被迫疏散。

伯南布哥州州长保罗·卡马拉29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上述数字。他
说，自5月25日发生强降雨以来，该州
包括累西腓、奥林达在内的14个城市进
入紧急状态。

伯南布哥州政府网站29日发布公
报说，政府派出军队与专业救援人员合

作，使用船只、嗅探犬和各类机械设备
开展救援工作，截至29日早上已救出
593名被困灾民，其中12名无法通过陆
路实施救援的人员被直升机救出。直
升机还将水和食物运送到偏远和受灾
严重的地区。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29日在社交媒
体上说，政府通过一切手段帮助受影响
的家庭，他将于30日前往累西腓视察灾
区情况。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伯
南布哥州降雨量将呈减弱趋势。

巴西伯南布哥州强降雨
造成84人死亡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29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拉美地区记者报道：近期，
随着拉美部分国家进入秋季，且放松防
疫限制措施，多国新冠感染人数有所上
升，专家呼吁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

根据巴西卫生部数据，过去一周，
巴西新增确诊病例166777例，达到近
两个月来最高值。截至29日，巴西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超过3095万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66万例。

巴西传染病专家埃默松·卢斯说，
随着天气转凉，新冠病例数会出现一定
增长。新冠病例数增加还与奥密克戎
变异株的特性有关，影响因素还包括放
宽防疫措施、人们恢复参加线下活动和
派对等。他表示，卫生当局应分析某些
地区病例增加情况，扩大疫苗覆盖率。

巴西卫生部27日开放12至17岁青
少年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巴西卫生监
督局授权辉瑞和科兴疫苗作为该年龄段
的加强针，在接种第二剂疫苗4个月后接
种。此外，卫生部还建议60岁以上人群
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在接种第一剂加强
针4个月后接种第二剂加强针。

阿根廷卫生部网站29日更新的数
据显示，该国过去一周新增确诊病例
51778 例，单周病例数较前一周增加
8301例。该国累计确诊病例约918万

例，死亡病例约12.9万例。
截至29日，阿根廷已有超过3746

万居民完成疫苗接种，超过2125万人完
成加强针接种，超过303万人完成第二
剂加强针接种。

据厄瓜多尔卫生部提供的数据，近
期，厄瓜多尔感染人数有所上升，过去
一周全国报告1661例确诊病例，比上一
周增加560例，增幅达51%。

巴拿马过去一周新增确诊病例
19255例，一周所做核酸检测阳性率达
到23.13%。截至28日，该国累计确诊
病例超过84万例，死亡病例8244例。
数据表明，巴拿马目前仍处在第五波感
染高峰期，单周新增感染和死亡病例数
较前几周均有所上升。

巴拿马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仍在进
行中。接种疫苗总数已超过822万剂。
超过310万人接种两剂疫苗，接种加强
针的人数超过157万。

据古巴公共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截
至29日的一周中，古巴无新增死亡病
例，这是古巴连续第二周没有新增死亡
病例。过去一周，古巴新增确诊病例数
连续第八周减少。古巴人口中大部分
已接种加强针。古巴使用的是其自主
研发的“阿夫达拉”“主权02”和“主权
plus”三款疫苗。

拉美多国新冠病例有所增加
专家呼吁加强疫苗接种

总统选举右翼出局 哥伦比亚左翼能否上台
□新华社记者 陈昊佺 徐烨 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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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鸡蛋商的通胀噩梦
□新华社记者 和苗 付一鸣

以色列“耶路撒冷日”游行引发冲突

中国援东帝汶医疗队联合东卫生部
举办健康义诊活动

中国经济增长为区域发展提供稳定支持
——访世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马图

□新华社记者 王亚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