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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 17
日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在
第二季度可能收缩 20% 至 30% ，但长
期来看有望避免类似于上世纪 30 年代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萎缩。

鲍威尔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表示，受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可能
在第二季度进一步下滑。失业人数可能
重现大萧条时期的低迷状况。大萧条时
期美国失业率最高约为 25% 。

但他同时表示，由于美联储采取了
积极行动，而且国会已经出台相关经济
刺激法案，美国经济出现“第二次萧
条”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鲍威尔认为，新冠疫情越早得到控
制，美国经济越早能够恢复。他说，如

果不出现第二波疫情，“第三季度（美
国经济）很可能出现正增长”，并有理
由预计“下半年（持续）增长”，从长
远来看美国经济有望复苏。

他也表示，截至今年年底，美国经
济“不太可能”恢复至去年水平，经济
复苏进程可能持续至 2021 年年底。

谈及美联储政策，鲍威尔再次重申
不会使用负利率政策，称其“不是一个
对美国经济合适或有用的政策”。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
4 .8% ，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差水平。
劳工部数据显示，4 月份美国失业率飙
升至 14 .7% ，为大萧条以来最高值。

据新华社

意大利政府 16 日宣布，将从 6 月
初开始向欧洲游客重新开放边界，同时
取消 14 天的强制隔离期。

意大利政府当天在一份新闻稿中
说， 6 月 3 日开始，申根区国家游客可
以入境意大利，且无需自我隔离，意大
利人也可以前往其他申根区国家，但能
否入境取决于当地规定。

新冠疫情暴发以后，申根区内多国
暂停执行申根区国家人员自由流动协
议，实施边境管控。意大利限制外国游
客入境，允许外国人以工作或医疗原因
入境，但需接受两周的隔离观察。

除对旅游业以外，意大利最新法令
对每年依赖大约 35 万名海外季节工的

农业而言同样是利好消息。意大利中小
农场主协会说，多家农场已经准备好从
波兰等国引进大约 15 万名工人。

欧洲联盟 3 月采取措施，限制欧盟
以外人员入境。本月 13 日，欧盟制定
一份分阶段开放边界、提振旅游业的计
划，敦促成员国重新开放内部边界，同
时建议至少 6 月中旬前继续关闭外部边
界，除非一些必要旅行。

为了应对疫情，意大利从 1 月 31
日开始实施为期 6 个月的紧急状态， 3
月 10 日起进入全国“封城”状态直至 5
月 3 日，从 5 月 4 日起进入抗疫和恢复
经济并行的“第二阶段”。

据新华社

以色列新政府上台

政治“联姻”能否长久？
美联储主席：二季度美国经济
或收缩 20% 至 30%

意大利下月初允许欧洲游客入境

以色列新一届政府 17 日宣誓就
职。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
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中间党派蓝
白党领导人甘茨“联姻”成功，给
持续一年多的组阁僵局画上句号。

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疫情时期
成立的新政府面临一系列内政外交
挑战，其内部也潜伏着可能导致
“联姻”失败的不确定因素。

打破僵局

内塔尼亚胡在就职仪式上说，
以色列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来应
对当前的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
济危机。他还宣布，甘茨将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接替他，出任总理。

根据双方此前达成的联合政府
协议，内塔尼亚胡将在联合政府中
首先出任总理，为期 18 个月，而甘
茨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8 个月
后，甘茨将接任总理，而内塔尼亚
胡则改任副总理。

这是内塔尼亚胡的第五个总理
任期，他已经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
期最长的总理。去年 4 月以来，以
色列先后举行三次议会选举，但选
后均出现组阁僵局。本月 13 日晚，
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组建新一届政
府。

新政府目前设有 34 名部长，疫
情结束后将增至 36 名。这是以色列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按照联合
政府协议，新政府成立后的前 6 个
月是“紧急时期”，必要时可延长 3
个月。在这一时期，新政府将专心
应对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工作，以色
列议会也只能通过与之相关的立
法。

重重挑战

以色列分析人士认为，新政府
肩负的首要任务是抗击新冠疫情和
应对疫情给以色列经济社会造成的
巨大冲击。

以色列智库“传教士”政策论
坛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纳冯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新政府将面
对新冠疫情造成的高失业率、经济

萎缩和企业破产等棘手问题。组阁
僵局之所以能化解，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以色列需要尽快恢复政治稳
定，以便处理目前的疫情和经济危
机。

除疫情外，联合政府协议中提
到的“唯一政策问题”就是关于吞
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一旦以色
列单方面宣布对这些地区行使“主
权”，巴以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形
势都将趋紧。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日前表
示，以色列背弃了与巴勒斯坦达成
的协议，在美国怂恿下正计划吞并
巴勒斯坦被占领的土地。在这种情
况下，巴勒斯坦将重新考虑与以色
列和美国达成的所有协议。

欧盟 4 月底曾表示，以色列吞
并约旦河西岸将“严重违反”国际
法。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如果发生
吞并行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反应
将“不仅仅是谴责”以色列。

前景叵测

分析人士指出，建立在政治
“联姻”基础上的新政府存在“先
天不足”，内塔尼亚胡和甘茨之间
缺乏互信，导致新政府稳定性堪
忧。

以色列阿里埃勒大学中东问题
专家赫恩·弗里德贝格对记者表示，
新政府由两个对立阵营组成，它们
有着各自不同的议程，这将给新政
府的正常运转带来麻烦。

内塔尼亚胡与甘茨之间能否顺
利实现权力交接也是一个问题。有
分析人士说，甘茨将通过包括立法
手段在内的多种方式确保实现总理
职位的轮换。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定于本月 24
日开庭审理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一
案，这也是新政府面临的一大变
数。如果被定罪，内塔尼亚胡将不
得不放弃总理职务，这将导致议会
解散。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对内塔尼亚胡的审判将是马拉松式
的，可能持续多年，而且内塔尼亚
胡会尽量利用其对司法部门的影响
力拖延审理时间甚至避免被定罪。

据新华社

新冠疫情在拉美地区快速蔓延。截
至 17 日晚，该地区累计确诊病例已超
51 万例，其中巴西超 24 万例。智利、
厄瓜多尔等国当天推出了抗疫新举措。

从确诊病例数看，巴西、秘鲁、墨
西哥等国疫情严重。巴西卫生部 17 日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7938 例，累计确诊
241080 例；新增死亡病例 485 例，累
计死亡 16118 例。秘鲁卫生部 17 日报
告累计确诊病例 92273 例；新增死亡病
例 125 例，累计死亡 2648 例。墨西哥
卫生部 17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075
例，累计确诊 49219 例；新增死亡病例
132 例，累计死亡 5177 例。

智利卫生部 17 日说，截至当地时
间 16 日 21 时，新增确诊病例 2353
例，累计确诊 43781 例；新增死亡病例
29 例，累计死亡 450 例。智利总统皮
涅拉 17 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多项
抗疫新举措，包括向中低收入人群发放

250 万份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成立特
别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扩充现有
“隔离公寓”为无条件在家隔离的居民
提供便利等。

厄瓜多尔卫生部 17 日宣布，新增
确诊病例 459 例，累计确诊 33182 例；新
增死亡病例 48 例，累计死亡 2736 例。内
政部长罗莫宣布，21 日起，入境旅客须
出示登机前 72 小时内进行的聚合酶链
式反应（ PCR ）结果阴性证明，且入
境前还要再接受厄方的快速检测。

还有一些拉美国家 17 日公布的累
计确诊病例数为：哥伦比亚 15574 例，
多米尼加 12314 例，巴拿马 9606 例，
阿根廷 8068 例，玻利维亚 3826 例，
洪都拉斯 2565 例，古巴 1872 例，危地马
拉 1763 例，萨尔瓦多 1338 例，哥斯达黎
加 863 例，巴拉圭 786 例，乌拉圭 734
例，委内瑞拉 541 例，尼加拉瓜 25 例。

据新华社

拉美确诊病例超 51 万
多国宣布抗疫新举措

英国餐饮逐步恢复
5 月 17 日，英国伦敦一家冰淇淋店的店员在盛冰淇淋。近日，英国的部分餐

馆、咖啡馆等餐饮业店铺逐步恢复营业，以提供外卖服务为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