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8 日 10 时（北京时间 8 日 16
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31296例，达到 6931000例；死
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469例，达到400857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北京时间 9日 5时 33分，全球确
诊病例达 7085894例，死亡病例为 405168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
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达1956499例，死亡病例为110932例。

新闻事件

世卫组织8日表示，全球新冠疫情正在恶化，过去10天中有9天各
国向该组织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 10万，7日新增病例数为疫情
暴发以来最高。

世界银行 8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受新冠疫
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这将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
经济衰退。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8日发表的经济展望报告说，受疫情及防控措施
影响，今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下跌8.3％，2021年将增长4.6％。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 8日在抗击新冠病毒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说，
政府已签署命令，允许俄公民出境工作、学习、治疗以及照顾在国外的
亲属，同时允许外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就医或者照顾亲属。

随着一名50多岁女性确诊病例在奥克兰痊愈，新西兰卫生部总干
事阿什利·布卢姆菲尔德8日在惠灵顿宣布，新西兰国内新冠病例正式
清零，同时全国已连续17天未发现新病例。

在封锁 70多天后，印度中央政府 8日正式允许餐馆、购物中心和
宗教场所对民众开放，这也是印度分阶段放松管控的第一步。同一天，
印度新冠确诊病例新增近万例，累计突破25万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日本 7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8例，
累计确诊 17202例，未报告死亡病例，累计死亡 916例。这是日本自 3
月 6日以来首次报告死亡病例单日零新增。

涉华动态

中国政府派赴孟加拉国抗疫医疗专家组8日抵达孟加拉国首都达
卡。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孟加拉国外长穆明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世卫说全球疫情正在恶化
世界经济或遭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9日驳回再次批捕三星电
子副会长李在镕的检方要求。这一决定让李在镕暂
时免遭牢狱之灾，但相关调查将对这名三星集团实际
控制人持续构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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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将继续以稳妥方式
逐步有序恢复中外人员往来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9日证
实，中国与新加坡已经于 8日正式启动了便利两国必要商务和公务人
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将继续以稳妥
方式逐步、有序恢复中外人员往来。

华春莹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华春莹说，中国和新加坡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疫情发生以来，两国

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帮助。经过近两个月的沟通和准备，中
新两国已经于 8日正式启动了便利两国必要商务和公务人员往来的

“快捷通道”。这是两国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恢复交往合作、支持
复工复产的重要举措。

她表示，中新之间的“快捷通道”也是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建立的首
个“快捷通道”，对于推动两国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维护地区和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都是有利的。中新“快捷通道”会在中国 6个
省（市）同新加坡之间实施，双方将视情逐步扩大通道适用范围，并探讨
逐步恢复两国间商业航班。

华春莹表示，中国和韩国之间“快捷通道”也已顺利实施，效果
很好。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快捷通道”已于近日开通，受到双方经济
界欢迎。搭载德方来华复工复产人员的首批两架包机已分别于 5
月 30 日和 6 月 4 日抵达天津和上海。后续包机安排也在计划和筹
备中。

她表示，目前还有一些周边和欧洲国家正在和中方沟通建立类似
安排。中方一直积极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从事必要经贸、科技等活动的
外国人员来华。

“我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将
继续以稳妥方式逐步、有序恢复中外人员往来，为各自国家复工复
产、深化合作、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通畅作出积极努力。”华
春莹说。

暂免被捕

路透社报道，李在镕暂免
被捕的消息公布后，三星旗下
企业如三星电子、三星物产等
股票价格在当天早盘交易中
普遍上涨。

法院 8 日就是否批捕李
在镕和另外两名前三星核心
管理机构“未来战略室”成员
崔志成、金钟重召开听证会。
韩联社报道，听证会持续将近
9 小时。李在镕 8 日上午 10
时左右抵达法院出庭，后来进
入首尔看守所等候法院决定，
9日凌晨2时 40分离开。

首席法官元贞淑认为，检
方提请批捕的理由不充分。
检方已掌握相当多证据，完全
可通过后续诉讼和庭审来确
认嫌疑人有罪与否以及需承
担何种责任，因而对李在镕等
三名嫌疑人不予批捕。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指
控李在镕等三人涉嫌不正当

交易、操纵股价和违反上市企
业外部审计相关法律。检方
怀疑，三人以多项非法手段推
动李在镕从病弱的父亲李健
熙手中接掌三星集团。三人
否认指控。

检方同一天对法院决定
表达失望，誓言将依法继续推
进调查。他们后续可能再次
提请批捕李在镕，或直接起
诉、进入审理程序。

调查难逃

李在镕律师上周申请外
部专家组评估检方发起的调
查以及后续可能起诉的事由
是否成立。这一外部评估系
统 2018 年设立，旨在确保检
方对大案要案的调查中立公
平。韩联社推断，专家组的评
估意见尽管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可能会影响检方的起诉决
定。

三星方面的说法是，李在

镕对检方所指操纵股价、财务
造假等违法行为不知情，也从
未发出相关指令。

李在镕 51 岁，先前在押
大约一年。他 2017 年 2月被
捕，涉嫌贿赂前总统朴槿惠
密友以换取政府促成三星旗
下三星物产公司和第一毛织
公司 2015 年合并，被判定罪
名成立。首尔高等法院 2018
年 2 月判处他 2 年 6 个月有
期徒刑，缓刑 4 年，李在镕因
而获释。

贿赂案定罪后，检方依据
证券监管机构投诉，2018年11
月开始调查李在镕等三人是否
以财务造假手段夸大三星生物
制剂公司市值。检方另外指
认，李在镕为促成2015年两家
企业合并，蓄意抬高第一毛织
市值并拉低三星物产市值。检
方本月 4日以“所涉案件性质
严重”及“存在销毁证据风险”
为由再次提请批捕。

新华社特稿

德国外交官夫妻
将轮任驻斯洛文尼亚大使
德国政府批准一对外交官夫妻轮流担任德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

以便他们能平衡驻外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
丈夫阿德里安·波尔曼和妻子纳塔莉·考特都是 2005年开始在德

国外交部工作，生育 3个孩子，分别为 10岁、8岁和 7岁。驻外是他们
生活的一部分，两人渴望有利于家庭的工作安排，因而向外交部长海
科·马斯申请轮流在同一驻外岗位任职，获得后者同意。

法新社 8日报道，从 8月开始，波尔曼先出任 8个月德国驻斯洛文
尼亚大使，然后换成考特出任8个月，这样轮流任职4年。

“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实现有更多时间陪孩子的愿望。”波
尔曼告诉德国电视一台。

这不是这对夫妻第一次“共享”同一个驻外岗位。他们曾共同出任
德国驻一些欧洲国家的副大使。

法新社报道，夫妻“共享大使”不是没有先例。瑞士2009年任命一
对夫妻共同出任驻泰国大使，法国一对夫妻 2016年至 2019年在克罗
地亚任大使。 新华社特稿

英国石油公司拟裁员15％
英国石油公司8日宣布，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冲击，将裁

员大约15％。
企业首席执行官伯纳德·卢尼在全球视频会议中宣布这一决定，说

现有超过 7万名员工中的大约1万人将离职，“我们现在将开始这一进
程，大部分人今年年底前离开”。

路透社以一些参加会议的人员为消息源报道，这家石油巨头的裁
员主要影响管理人员，而非一线业务人员。

另外，参会人员说，卢尼打算带领企业向低碳能源“转型”，裁员将
使企业转型更为灵活。卢尼在会上说，英国石油公司一直希望成为一
家“更精简、行动更快、碳排放更低”的企业。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降低，英国石油公司 4月宣
布，拟将 2020年开支削减 25％。这一企业还打算借由业务数字化及
整合，在2021年底前削减25亿美元开支。

除英国石油公司，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上月同样宣布在全球裁员
大约10％至15％，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同月启动员工自愿离职。

新华社特稿

朝鲜对韩“断联”
半岛局势又添新变数

朝鲜中央通讯社
9日发表公报说，为抗
议韩国纵容“脱北者”
从韩国向朝鲜方向散
发反朝传单，朝方将
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
12时开始切断朝韩之
间一切通讯联络线。

分析人士指出，
朝方此次对韩“断联”
可能是出于表达对韩
不满和打破目前僵局
的考量，但此举大幅
压缩了两国对话空
间，给本已陷入僵局
的朝鲜半岛局势增添
了新变数。未来如何
有效管控半岛局势考
验各方智慧。

新华社纽约6月8日电 美国
黑人弗洛伊德在警察暴力执法后
死亡事件发生两周之后，美国多
个城市民众仍在以更和平的方式
公开集会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纪
念弗洛伊德。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在周
末举行了大规模和平抗议之后，8
日仍有数百人在洛杉矶市政厅附
近举行和平集会。人们在以鲜
花、歌声和祈祷纪念弗洛伊德的
同时，继续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来自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
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
为弗洛伊德和其他因遭受警察暴
力而死亡的人祈祷。

当日，洛杉矶教师联合会董
事会以绝对多数投票支持取消洛
杉矶校警部门。该联合会与其他
机构在洛杉矶市政厅外表达对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支持，
要求把对警察局的预算转移到其
他社会服务项目上。

8 日 ，纽 约 州 纽 约 市 约 有
1000人在市政厅附近抗议，要求
纽约警察系统立即改变政策，数
百名市政府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
加入抗议队伍。随后，参加抗议
的人群游行至布鲁克林的卡德曼
广场公园并举行和平抗议活动。

在与纽约市相邻的长岛，当
日下午举行了多场与弗洛伊德案
相关的抗议活动。尽管规模小于
周末，但人们仍持续要求警察系
统做出政策改变，沿路经过的汽
车则以鸣笛表示支持。当晚8点，
抗议活动仍在继续。

其中，在长岛米尼奥拉镇一个
法院建筑前，大约150人的抗议队
伍单膝下跪，为弗洛伊德默哀。

当日下午，群众在新泽西州
纽瓦克地区一个联邦大楼前集会
和游行，抗议人群手举“没有正义
就没有和平”和“拥有黑皮肤不是
犯罪”等标语，并一路高喊口号。

在弗洛伊德的家乡得克萨
斯州休斯敦市，当日下午有超过
6000 人冒着酷暑从各地赶到当
地教堂来见弗洛伊德最后一面，
表达对种族歧视的关切。弗洛
伊德的葬礼将于 9 日在休斯敦
举行。

5 月 25 日，美国北部明尼苏
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在拘捕
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时用膝盖持
续压迫他的颈部，弗洛伊德随后
死亡。这一事件先后在全美和其
他国家引发抗议浪潮，4名涉案警
察已被起诉，多地宣布减少对警
察部门的预算。

美国空军一名现役军人涉嫌用
枪和爆炸物袭击执法人员，导致1人
死亡、2人受伤。

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
这名军人是否关联 5月一名执法人
员在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中遭射杀
案件。

美国空军 7日证实，嫌疑人史蒂
文·卡里略是空军现役军人，现年 32
岁，驻扎在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
军基地。

卡里略涉嫌 6日在加州本洛蒙
德地区打死圣克鲁斯县治安官办公
室执法人员达蒙·古茨维勒，打伤另
外两名执法人员。

当天，有人拨打报警电话，说发
现一辆可疑箱式货车，里面有多支枪
和用于制造爆炸物的工具。古茨维
勒等人赶到时，货车开走，行驶到一
处民宅。古茨维勒等人正要上前查
看，遭枪支和爆炸物袭击。古茨维勒
伤重死亡，另外两名执法人员受伤。

卡里略稍后企图劫持一辆汽车，
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伤及逮捕，受到一
级谋杀等罪名指控。《洛杉矶时报》报
道，这是30多年来圣克鲁斯县治安官
办公室执法人员首次在执法时死亡。

当地执法人员不清楚卡里略有
没有同伙以及他制造爆炸物是否有更大企图。联邦
调查局正在调查旧金山湾区一些案件是否与卡里略
有关，包括国土安全部下属联邦保卫局一名执法人员
上月29日在加州奥克兰市遭枪击死亡案。

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暴力执
法中死亡事件在美国引发持续大规模抗议示威。5
月 29日晚上，在奥克兰的抗议示威过程中，联邦保卫
局雇员达夫·帕特里克·安德伍德在一座建筑物外驻
守时遭枪击死亡，另一名执法人员受伤。

一辆没有牌照的白色厢式货车从枪击现场疾驰
而走。联邦调查局上周发布嫌疑车辆的监控视频截
图，同时警告，车内人员可能有武器，对公共安全构成
威胁。

美联社报道，卡里略的妻子 2018年 5月在一座
旅馆被发现死亡。她当时也在空军服役，驻扎在加
州一座基地。地方和军队联合调查后认定她死于
自杀。 新华社特稿

三星李在镕免遭批捕 检方誓言追查

美国多地民众继续
游行集会抗议暴力执法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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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在
美国得克萨斯州
休斯敦市，人们
在教堂内瞻仰弗
洛伊德遗体。

当日，因白
人警察暴力执法
而死亡的非洲裔
美国人乔治·弗
洛伊德遗体公众
瞻仰活动在美国
南部得克萨斯州
休斯敦市一座教
堂内举行。

新华社发

6月8日，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中）抵达首尔中央
地方法院准备出庭。 新华社发

全面全面““断联断联””

朝中社公报说，朝方将断绝并废除通过
朝韩联络办公室维持的双方之间的通讯联络
线、朝韩军方之间的东西海通讯联络线、朝韩
通讯试验联络线，以及朝鲜劳动党中央总部
大楼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之间的热线。

公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
哲和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与正 8日在对韩国
工作部门的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对南工作
全面转换为“对敌工作”。

面对朝方的这一决定，韩国统一部9日表
示，韩朝间通讯联络线是为南北双方进行沟
通设立的基本手段，应遵循韩朝间的协议，维
系这些联络渠道。统一部称，当天上午韩朝
联络办公室韩方工作人员拨打了朝方电话，
但朝方并未接听。

表达表达不满不满

分析人士认为，朝方之所以做出如此强
硬之举，是因为对韩方存在诸多不满。朝方
认为自己在半岛无核化进程和朝韩关系改善
方面做出了诸多让步，进行了善意配合，但韩

国在发展朝韩关系上“没有能力”，在推动朝
美关系上也作用有限。同时，长期遭受国际

制裁的朝鲜希望朝韩经贸合作可以部分缓解

本国经济困难，但双方多项合作协议由于受

到美国干涉而流于一纸空文，令朝方感到失

望。以韩国反朝团体散发传单为契机，朝方

采取“断联”的强硬措施，对韩国的“不作为”

表达积累已久的不满。

韩国国家战略研究院外交安保中心负责

人申范哲认为，朝鲜对韩国政府表示强烈不

满的信号十分明显，这种不满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韩国“脱北者”团体散发的反朝传单可能

落入朝鲜境内，对朝鲜政治和社会安全产生

负面影响；二是朝方认为韩国政府未能切实

履行韩朝领导人 2018 年签署的《板门店宣

言》和相关协议。

分析人士认为，朝方对韩发难是想打破
当前半岛无核化谈判的僵局，同时也逼迫韩
美在未来的谈判中让步，为自己争取更多谈
判空间。

局局势堪忧势堪忧

分析人士指出，朝韩间的各种联络机制

建立起来实属不易，发挥着实现直接沟通、避

免出现误判的关键作用，对防止半岛局势失

控至关重要。朝韩关系的最新发展，给已经

陷入僵局的朝韩关系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带来
负面影响，为半岛局势增添新的变数。

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金仁泰
说，朝方此举使南北间通过对话磋商问题的
空间被大大压缩，韩朝关系恐将在较长一段
时间内持续陷入僵局。

金与正此前曾警告说，如果韩国不采取

相应措施，朝方将拆除开城工业园区，关闭朝

韩联络办公室，甚至废除 2018年两国签署的

军事协议。朝中社9日的公报也说，这次的措

施只是第一阶段行动。韩国舆论分析，不排

除朝方今后做出更多强硬举动的可能，韩朝

关系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申范哲认为，朝方目前的举动仅针对韩

国政府，但接下来朝方还可能通过进行战略

武器试射等方式向美方释放强硬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在新冠疫情未平、美国总

统选举将至的敏感时期，如何有效管控半岛

局势，避免紧张对峙进一步升级，需要国际社

会共同努力，考验有关各方的政治智慧。
新华社平壤6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江亚平 洪可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