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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男足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赛制确定
12强赛改制为 18强赛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亚足
联 1 日在官网公布了 2026 年男足世
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和 2027 年亚洲杯
预选赛赛制，亚洲球队将通过四轮预
选赛角逐 8.5 个世界杯参赛席位，传
统的 12 强赛将改制为 18 强赛。

根据新赛制 ，2026 年世界杯暨
2027 年亚洲杯联合预选赛第一阶
段， 将由亚洲排名第 26 至 47 位的
22 支球队以主客场制进行两回合对
决，11 支获胜球队晋级第二阶段。 联
合预选赛第二阶段 ，11 支通过第一
阶段晋级的球队和亚洲排名前 25 位
的球队将被分为 9 个小组，每组 4 支
球队进行主客场循环赛，各小组前两
名（共 18 支球队）晋级 2026 年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 ， 同时直接晋级
2027 年亚洲杯。

第三阶段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 ，18 支参赛球队将被分为 3 个小
组（每组 6 支队伍）进行主客场循环
赛 ，每组前两名 （共 6 支 ）直接获得
2026 年世界杯参赛资格。

第四阶段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附加赛，第三阶段 3 个小组的第三
和第四名（共 6 支队伍）将被分为两

组（每组 3 队）进行单循环对决。 两个
小组的第一名直接晋级 2026 年世界
杯，两支第二名球队通过一场附加赛
决出胜者，获胜球队代表亚洲参加世
界杯洲际附加赛。

此外，亚足联表示，在 2026 年世
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和附加赛进行的
同时， 将举行 2027 年亚洲杯预选赛
附加赛。 在联合预选赛第一阶段被淘
汰球队中的 10 支队伍将被抽出进行
主客场对决（被淘汰球队中成绩最好
的队伍不参赛 ），5 支获胜球队晋级
亚洲杯预选赛最终阶段。

亚洲杯预选赛最终阶段将有 24
支球队参赛 （含联合预选赛第一阶
段被淘汰球队中成绩最好的队伍 、
联合预选赛第二阶段排名小组第
三、四名的 18 支队伍以及亚洲杯预
选赛附加赛的 5 支晋级球队），被分
为 6 个小组 （每组 4 支队伍 ），各小
组第一获得 2027 年亚洲杯参赛资
格。

2026 年世界杯将在美国、 加拿
大、墨西哥举行，这将是第一次有 48
支球队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
2027 年亚洲杯将有 24 支球队参赛。

印度出现首例猴痘死亡病例
西班牙报告第二例死亡病例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据印度媒体 7
月 31 日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 30
日出现该国首例猴痘死亡病例。西班
牙卫生部 7 月 30 日确认， 该国出现
第二例猴痘死亡病例。

据《印度快报》报道，一名 22 岁
的男性患者 7 月 22 日由阿联酋返回
喀拉拉邦，26 日因发烧入院治疗，后
病情加重转移到另一家医院治疗，30
日下午死亡。

喀拉拉邦卫生部长乔治 7 月
31 日对当地媒体表示 ，该患者因脑
炎和疲劳症状入院 ， 并无猴痘症
状 ，但该患者飞往喀拉拉邦之前曾
在阿联酋做过猴痘病毒检测 ，其家
人 30 日才将阳性检测结果交给当
地医院。

据报道，当地卫生部门已将相关
样本送往印度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检
测并等待确认，喀拉拉邦亦将成立专
家小组开展调查。

目前印度共报告 4 例猴痘病例，
其中 3 例均由阿联酋返回喀拉拉邦，

另 1 例在首都新德里。
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

生部门通报，西班牙第二例猴痘死亡
病例为一名 31 岁的男子。 西班牙卡
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目前正在研究
死者的生物样本，以进一步确认其死
亡与病毒感染之间的关系。

截至目前， 在本次猴痘疫情中，
西班牙已出现两例死亡病例。 西班牙
卫生部 7 月 29 日确认， 该国出现首
例猴痘死亡病例。 据西班牙广播电视
公司报道，这也是本次猴痘疫情中欧
洲首例死亡病例。

西卫生部警告，西班牙目前已成
为 “全球范围内受猴痘疫情影响最大
的国家之一”。根据西班牙国家流行病
学监测网络 7 月 29 日提供的数据，该
国共确诊 4298 例猴痘病例，有 120 例
病例需要住院治疗， 感染者平均年龄
为 37 岁。

世界卫生组织 7 月 23 日宣布多
国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参与记者 姜 磊 谢宇智）

以色列将扣留部分为巴勒斯坦代收税款
巴方强烈谴责

新华社耶路撒冷 7 月 31 日电
（记者 吕迎旭 王卓伦） 以色列政
府 7 月 31 日决定， 将从为巴勒斯坦
代收的税款中扣留约 6 亿谢克尔（约
合 1.76 亿美元）。 这一做法遭到巴方
强烈谴责。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政府当天
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从以方为巴勒斯
坦征收的税款中扣除约 6 亿谢克尔，
以惩罚巴勒斯坦 2021 年将同等金额
分发给在以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
这笔税款将在 2023 年分 12 笔从每
月代收的税款中扣除。

以色列左翼政党梅雷茨党主席尼
赞·霍洛维茨对这一决定表示反对。 他
说，既然以色列有兴趣继续与巴方保持

安全和民事合作， 这一做法并非明智
之举。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阿布·鲁
代纳对以方决定予以强烈谴责。他说，
这一决定不负责任且违反国际法，无
异于“盗窃”，国际社会应向以方施压，
要求其停止此类“挑衅性措施”。

根据巴以双方 1994 年签订的
《巴黎经济议定书》，以色列负责对运
往巴勒斯坦的物品征收关税，并对在
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个人
所得税，定期将税款移交给巴方。 这
笔款项每年约 23 亿美元， 约占巴勒
斯坦政府运营预算的三分之二。 暂停
向巴方移交代收税款是以色列对巴
方经常使用的“惩罚”措施。

以色列调整现金及
支票日常交易上限

8 月 1 日起调整实施的一项法
律牵动不少以色列人的神经。 经修
正的 《减少现金使用法》 将合法使
用现金及支票进行日常商业交易的
上限由 1.1 万新谢克尔 （1 新谢克尔
约合 2 元人民币） 大幅降至 6000 新
谢克尔。 以色列税务局说， 此举旨
在打击有组织犯罪、 洗钱和纳税违
规行为。

以色列税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一金额限制适用于日常商业交易，
支付对象包括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
者。 此外， 购买、 租赁房产的现金支
付上限也从 5 万新谢克尔调整至 1.5
万新谢克尔。 税务局法务官员塔玛·
布拉哈对媒体记者说， 犯罪组织往往
依赖现金交易， 所以必须对此施加
限制。

以色列 《环球报》 报道， 《减
少现金使用法》 2019 年 1 月实施以
来， 已有约 1.25 万个商业主体因违
法而被处以总计 50 亿新谢克尔罚
款。 现金交易因其难以追踪而被视
为助推影子经济的 “燃料”。 影子经
济， 指国家难于实施税收管理与监

控的经济市场， 往往关联洗钱、 逃
税等经济犯罪。

世界银行先前发布的一份报告
指出， 以色列影子经济的规模相当
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2%。 以色
列媒体普遍认为， 修正 《减少现金
使用法 》 将更为高效地监控交易 ，
打击逃税行为， 抑制黑市活动。

然而， 限制现金交易对打击洗
钱是否有效较受争议。 《耶路撒冷
邮报》 援引律师的话报道 ， 《减少
现金使用法》 三年前生效以来， 市
场现金流通量只增不减， 法律效力
明显有限 。 此外 ， 在以色列近 945
万人口中， 约 100 万人没有银行账
户， 限制现金交易无疑会对他们产
生更多影响。

令人稍感 “欣慰” 的是， 以色
列法律限制公民使用现金交易， 但
尚不限制现金持有。 以色列政府曾
在国家预算所附一项经济安排法案
中设置条款， 禁止公民在家中持有
超过 20 万新谢克尔的现金， 但这一
条款在最终通过的法案中被删除。
（新华社专特稿 王卓伦 吕迎旭）

欧美多地高温不退 多地发生林火

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 葡萄牙和
法国多地 7 月 31 日遭遇林火。 葡萄牙出
动上千名消防员灭火， 法国至少 4 名消
防员受伤。

高温同样炙烤美国西部地区。 俄勒
冈州波特兰市和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连日
遭遇高温， 加利福尼亚州和蒙大拿州等
地多处野火蔓延。

【林火难灭】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以北约 40 公里

的马夫拉地区一处山区 7 月 31 日下午
起火，400 多名消防员在灭火飞机和上百
辆消防车的支援下参与灭火。

一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 在里
斯本市中心能看到大火产生的浓烟。 当
地电视画面显示，由于大火席卷山林，一

些附近居民用水管朝花园喷水以免被火
势波及。

大火还迫使当地政府封锁了数条道
路。 不少当地人因害怕从家中逃离。 葡萄
牙民防局指挥官保罗·桑托斯告诉当地
媒体， 作为预防措施， 一家养老院被疏
散。

据法新社报道， 葡萄牙北部和中部
多地同样遭遇林火，出动消防员上千人。

葡萄牙近几周经历热浪， 全国多地
最高气温超过 40 摄氏度。 虽然高温天气
一度有所缓解，但眼下气温再次攀升。 高
温和强风加大灭火难度。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 7 月 31
日说，由于“气温急剧上升”至超过 40 摄
氏度， 葡萄牙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近日
面临高温警报， 预期至少持续至 8 月 2
日， 其中北部三个地区将在 8 月 1 日面
临高温“红色警报”。

一些专家说， 气候变化导致气温飙
升，日后情况可能更糟。 7 月初，高温天气

已在葡萄牙引发一连串火灾。
根据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

所最新数据 ，今年年初以来 ，葡萄牙超
过 5.8 万公顷土地毁于野火。

与此同时， 法国东南部地区 7 月 31
日出现新火情。 南部加尔省尼姆市欧拜
镇一片松林当天下午起火， 目前过火面
积约 350 公顷； 南部城市马赛附近的大
火过火面积约 35 公顷，导致高速公路部
分关闭。

法国内政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欧拜镇的林火导
致 4 名消防员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酷热难耐】
7 月 31 日， 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

市，最高气温连续 7 天超过 35 摄氏度，打
破这一地区先前连续 6 天最高气温超过
35 摄氏度的纪录。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最
高气温则连续 6 天超过 32.2 摄氏度。

据美联社报道， 波特兰市过去一周

的日最高气温多次超过 37.8 摄氏度。 俄
勒冈州法医办公室正在调查 10 起可能关
联高温的死亡。

美国国家气象局为波特兰和西雅图
发布了高温警报，持续至 7 月 31 日晚间。
随着来自太平洋的冷空气到来， 预期 8
月 1 日开始气温将有所下降。

美国西部地区的高温和大风加剧了
野火风险。

美国林业局发言人阿德里安娜·弗
里曼说，受雷电影响，加州北部克拉马斯
国家森林的一场大火失控。

根据 7 月 31 日发布的事件报告，这
场大火发生在加州锡斯基尤县一处基本
无人居住的地区，仅过两天，过火面积就
超过 207 平方公里。 火灾原因仍在调查。

与此同时， 蒙大拿州西北部埃尔莫
镇附近草原上发生的大火蔓延至森林 ，
过火面积超过 28 平方公里。 蒙大拿州交
通局说，受浓烟影响，一条公路被部分关
闭。 （新华社专特稿 刘曦）

通胀高企、补贴将减 德国民众买新车意愿降低

德国杜伊斯堡汽车研究中心主任
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说， 由于政府将
从明年起逐步削减电动汽车补贴，再加
上通胀高企，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德国市
场对新汽车的需求将显著下降。

德新社 7 月 31 日援引杜登赫费尔
的话报道，消费者购买意愿降低将取代
供应链问题，成为困扰汽车制造商的主
要问题。

杜登赫费尔引用的制造商数据显

示，尽管不少德国汽车制造商还有积压
订单待交付，但德国汽车生产能力正在
恢复， 今年 5 月至 6 月产量同比增长
21% 。 与此同时 ， 知名汽车网站 Fo鄄
cus2Move 数据显示，德国这两个月新车
销量均呈现较为明显的同比下降。

依照 Focus2Move 网站说法，德国是
欧洲最大、最稳定的客用汽车市场。 德国
市场 2019 年新车销量达到约 360 万辆，
创历史最高纪录；次年新冠疫情暴发，德
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19.1%， 达到 291.8
万辆； 去年销量进一步下滑至约 262 万
辆；今年头两个季度销量也不乐观。

德国近来通胀攀升，6 月和 7 月的

通胀率按年率计算分别达 8.2%和 8.5%。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 7 月 25 日发布的
月度商业景气指数数据显示，受能源价
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德国 7 月商业景气
指数由 6 月的 92.2 点降至 88.6 点 ，为
2020 年 6 月以来最低。 受调查企业认
为， 今后数月商业活动将变得更加困
难，“更高的能源价格和天然气短缺的
威胁正在拖累经济”。

得益于补贴计划，德国去年纯电动
车销量同比几乎翻一番， 达 32.8 万辆。
德国目前已上路的各类型电动车超过
60 万辆。

德国经济部 7 月 26 日说， 经执政

联盟内部协商，德国政府将从明年起逐
步削减电动汽车补贴，理由是电动汽车
越来越畅销，不再需要政府补贴。 按计
划，从明年 1 月 1 日起 ，德国政府对售
价 4 万欧元以下纯电动车的消费者补
贴将由现在的 6000 欧元降至 4500 欧
元， 后年再降至 3000 欧元；4 万欧元以
上纯电动车当前补贴为 5000 欧元，明年
降至 3000 欧元；眼下仅 6.5 万欧元以上
纯电动车不享受补贴，到 2024 年无补贴
范围将扩大至 4.5 万欧元以上纯电动
车；明年起，政府还将取消对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的补贴。

（新华社专特稿 乔 颖）

继续限制天然气出口
澳大利亚延长保障机制七年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
会 8 月 1 日称，澳东海岸明年可能
面临天然气供应严重短缺。 当天，
澳北事务与资源管理部长马德琳·
金宣布，原定明年到期的澳大利亚
国内天然气安全机制将延长至
2030 年。

据路透社报道 ， 澳大利亚竞
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敦促联邦政
府限制液化天然气出口 ，称可能
发生的天然气短缺会对澳大利

亚能源安全构成切实风险。
金随后宣布延长澳大利亚国

内天然气安全机制至 2030 年。 她
告诉媒体记者，政府还将与各大天
然气生产商谈判以促成一个新的
框架协议。

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安全机
制由上届政府制定， 原定 2023 年
1 月 1 日到期，要求东海岸液化天
然气供应商限制部分出口以供国
内市场。（新华社微特稿 陈 丹）

英调查：高油价等因素
影响民众出游与探亲

英国《太阳报》7 月 30 日发布的一项调
查显示，约 10%的英国受访者因油价高企取
消假期国内出行计划， 约 7%的受访者因生
活成本增加取消探亲计划。

《太阳报 》这项独家调查还显示 ，超过
12%的私家车车主因油价太高不再开车上下
班，这一比例在 18 岁至 24 岁人群中增至约
20%。 34 岁以下有车族中约 10%卖掉了自己
的汽车。 另外，一些家庭为节省油费不再驾
车接送孩子上下学。

英国自由民主党负责财政事务的发言

人萨拉·奥尔尼说：“全国数以百万计家庭的
钱袋子被飙升的汽油价格吹破了。 ”

近期，英国食品和能源价格持续大幅上
涨，民众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英国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6
月同比上涨 9.4%，创 40 年来新高。

英国一家消费者权益组织 7 月发布的一
项调查显示，2000 名调查对象中，约三分之二
正在尽力削减开支；五分之二转向平价超市购
物；由于能源成本飙升，逾三分之一家庭将放
弃年度出行计划。（新华社微特稿 王鑫方）

伊朗表示愿再给美国一次在伊核谈判中展示诚意的机会
新华社德黑兰 7 月 31 日电（记者

高文成） 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席
谈判代表巴盖里 7 月 31 日表示，伊朗愿
再给美国一次在谈判中 “展示诚意和负
责任行事”的机会。

巴盖里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 为尽
快结束因美国单方面“非法”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造成“破坏性复杂局面”而
进行的谈判， 伊朗已向伊核协议其他相

关方通报了对谈判 “内容和形式” 的想
法。 伊朗愿与伊核协议其他相关方、特别
是恢复履约谈判协调员密切合作， 再给
美国一次“展示诚意和负责任行事”的机
会。 如果美国准备这样做，伊朗随时准备
在短时间内结束谈判。

巴盖里此番表态被认为是伊朗对欧
盟此前提出草案的回应。 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7 月 26 日在英

国《金融时报》撰文说，为促使美国和伊
朗恢复履行伊核协议， 欧盟提出一份新
的草案文本并已转交美伊双方。 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同日说， 美方正在审
阅欧盟提出的新草案， 将直接向欧盟反
馈意见。

2015 年 7 月 ，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 2018 年 5 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
2019 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协议
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2021 年 4 月起， 伊朗与伊核协议其
他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多轮
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 谈判今年
3 月以来暂停。 在欧盟协调下，伊朗和美
国 6 月底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恢复履行
伊核协议举行间接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中企承建肯尼亚
首都东环城路拓宽

项目全线通车
7 月 31 日，车辆在肯

尼亚新内罗毕东环城路上
行驶。

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承建的肯尼亚首
都内罗毕东环城路拓宽项
目 7 月 31 日实现全线通
车。 新建成的内罗毕东环
城路与内罗毕南环、西环、
北环以及内罗毕快速路共
同构成内罗毕“一环一主
干”的公路交通大骨架，为
疏解内罗毕城市交通压
力、 促进城市高水平发展
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