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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俄乌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确定性进
一步加剧欧洲能源困境，也给亟待摆脱新冠
疫情困扰的欧洲经济再度蒙上阴影。本周，
欧盟领导人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面
临是否将制裁目标瞄准俄罗斯能源的艰难
抉择。

能源封杀仍存分歧

近几周，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造访海湾
地区，旨在加强能源合作，寻求潜在替代供
应方。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
克 20 日访问卡塔尔时表示，双方同意建立
长期能源伙伴关系，并就发展可再生能源和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问题进行磋商。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18 日与西班牙首相
桑切斯、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希腊总理米佐
塔基斯举行会谈，推动欧洲国家针对乌克兰
局势影响下的能源危机形成迅速、共同应对
措施。德拉吉表示，欧洲需要“双管齐下”，
在寻求多种渠道获取天然气等能源的同时，
迅速增加可再生能源供应量。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宣布对俄实施能源
禁运给了欧洲盟友“很大压力”，欧洲短期内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并不现实。一方面，石油
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不愿意破坏与俄罗斯之
间的协议，不会迅速大幅增产原油。而天然
气行业需要大量投资，其他市场很难立即满

足欧洲市场需求。即使是卡尔塔这样的液
化天然气出口大国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调整
出口市场。

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在是否封杀俄能源
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虽有部分成员国要求
欧盟对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禁运，但对俄能
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则态度审慎。欧委
会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警告，与俄
罗斯能源“脱钩”可能带来比乌克兰危机“更
大的伤害”。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欧盟国家正在寻求
新渠道来弥补能源供应缺口，美国正好可以
从中渔利。据媒体报道，近期美国液化天然
气出口商签署了大量长期协议，成为欧洲能
源供应危机的受益者。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
金此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把对俄制
裁扩展到能源禁运，意在抢占欧洲市场，这
一做法造成的损失将由欧洲企业和民众埋
单。

经济民生饱受重创

加油站排起长队，运输公司经营困难，
上班族拼车通勤⋯⋯随着西方不断升级对
俄制裁，这些情形在欧洲多国出现。能源价
格上涨也波及食品、日用品等与生活息息相
关的领域。

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维德
表示，目前化肥价格处于“可怕水平”，是去年
同期的5倍。“农民和食品制造商不得不将成
本转嫁给消费者，令民众增加不少支出。”

一周以来，西班牙全国小型公路货运企
业和个体卡车司机发起无限期罢工，抗议燃
油价格上涨。罢工危及西班牙乳制品、水果
蔬菜、肉类和粮食等产品的市场供应，多个
行业面临停产风险。

丹麦南方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马蒂亚斯·
斯普勒格尔表示，经济不确定性急剧增加。
从加油、取暖到食品价格，消费者面临沉重
打击。

欧洲央行日前大幅上调 2022 年欧元区
通胀预期至5.1％，2023年和2024年预计分
别为2.1％和1.9％；同时下调2022年欧元区
经济增长预期至 3.7％，明、后两年预计分别
增长2.8％和1.6％。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斯特凡·科
茨表示，俄乌冲突对德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
的冲击抵消了德国取消疫情限制措施为经
济发展所带来的“追赶效应”。该研究所发
布的春季预测报告将今年德国经济增幅预
期从原来的4％下调至2.1％。

丹麦财政部日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完全
关闭对欧洲天然气供应，丹麦 2022 年经济
增速将减少约3个百分点，通胀率增加约3.5
个百分点。

多重举措缓解危机

乌克兰局势给欧洲能源供应带来极大
不稳定性，让本就脆弱的欧洲能源市场雪上
加霜。近期，欧洲多国采取减税降费补贴等
措施，以支撑脆弱企业和家庭。

意大利政府以多项举措减轻能源价格
攀升对企业和民众造成的负担，其中包括额
外增加 44 亿欧元拨款，并下调汽油和柴油
消费税等。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公司表示，
将向市场投入更多能源，以应对乌克兰危机
带来的连锁反应。

德国政府表示，正就能源转型采取积极行动。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提出，计划将100％实
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提前至2035年。

奥地利政府计划投入 20 亿欧元缓解社
会压力，措施包括大幅削减电费税和天然气
税；为公共交通部门提供补助；投资2.5亿欧
元用于扩建风电和太阳能项目等。

希腊政府也宣布总值约 11 亿欧元的一
揽子财政支持措施，以应对目前面临的能源
危机。主要措施包括大幅增加企业用电和
天然气补贴、向低收入家庭和中产家庭提供
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等。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宣布，将通过减
税等形式降低电力、燃气和燃油价格。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2日电

欧洲多国领导人造访海湾

欧盟能源出路在何方

国际油价21日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2美元，收于每桶112.12美元，涨幅为
7.09％；5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69美元，收于每桶115.62美元，涨幅为7.12％。

这是3月2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拍摄的一处加油站显示的油品价格。 新华社／美联

俄罗斯官员21日证实，俄乌双方首次进行了被俘人员
交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有关乌克兰与俄罗
斯谈判中的“妥协模式”问题将由乌全民公投决定。

俄罗斯联邦人权代表塔季扬娜·莫斯卡利科娃21日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俄乌双方进行了首次被俘人员交换，
9 名俄罗斯军人获释。作为交换，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梅利
托波尔市市长同时被释放。

泽连斯基 21 日说，乌克兰没有被北约接纳，乌方因此
需要保持冷静并寻求其他安全保障，而安全保障问题可能
涉及乌克兰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是历史
性的，将由全民公投决定。乌克兰人民必须对某些“妥协模
式”发表意见并做出抉择。 综合新华社报道

俄乌首次交换被俘人员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1 日电 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临时主席鲍威尔
21 日 表 示 ，目 前 美 国 就 业 市 场 非 常 强
劲，同时通胀过高，且面临俄乌冲突带来
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必要时将采取一次
性加息 25 个以上基点的措施，以降低通
胀水平。

鲍威尔当天在出席美国全国商业经济
协会一场活动时说，美国当前的劳动力市
场供应比疫情前还要紧张，名义工资正以
几十年来最快速度增长。他表示，通胀上
升比普遍预期幅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其
中一个原因是供应链瓶颈的严重性和持续

性被低估。
鲍威尔说，为了恢复价格稳定，美联储

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我们认为在一
次或多次会议上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将联
邦基金利率提高 25 个以上基点是合适的，
我们就会这么做。”

他表示，今年的通胀前景在俄乌冲突
之前就已显著恶化。他同时警告，俄乌冲
突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对美国经
济产生重大影响。除了全球石油和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的直接影响外，俄乌冲突和相
关制裁可能会抑制经济活动，进一步扰乱
供应链。

鲍威尔还援引历史经验，分析了货币
政策在不引发衰退的情况下降低通胀的可
能性，但也表示，在当前环境下实现软着陆
并非易事。

美联储上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25个基点到0.25％至0.5％之间，以
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这是美联储 2018 年
12 月以来首次加息。同时，美联储预计将
在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开启缩减资产
负债表进程。美联储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
经济前景预期显示，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
委员会 18 名成员一致认为，今年内联邦基
金利率有望升至1.25％以上。

鲍威尔称：

美联储或更激进加息应对通胀

新华社布鲁塞尔 3 月 21 日电 欧盟理事会 21 日通过
名为“战略指南针”的行动计划。该计划为欧盟设定了增强
共同防御能力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提供方向指引。

按照这一行动计划，未来欧盟将建立一支最多由5000
人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并可在危机出现时迅速将其部署
到位。计划内容还包括：增强情报分析能力，完善应对混合
威胁的反应机制，提升网络安全水平、加强抵御外国信息操
控和干扰的能力，制定太空安全和防务战略等。

为实现上述目标，欧盟成员国承诺大幅增加防务开支、
提高防务技术创新能力。此外，欧盟还将加强与北约、联合
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非盟、东盟等方面的合作。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当天对媒体表
示，这一行动计划是在安全和防务政策领域迈出的非常重
要的一步，未来欧盟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的合作将更加高
效。他还说，欧盟各国就该计划达成一致“非常及时”，因为

“现今每个人都相信，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一行动计划预计在本月 24 日至 25 日举行的欧盟峰

会上正式获得批准。

以强化共同防御为目标

欧盟通过“战略指南针”
行动计划

新华社东京 3 月 21 日电 受日本关
东地区降温及东京电力公司（东电）供电紧
张影响，日本政府21日发布电力供应紧张
警报，呼吁东电辖区内用户节约用电。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关东地区22日
预计出现降雪和降雨天气，居民和企业取
暖需求可能增加，而福岛县近海16日发生
的强烈地震导致东电位于该县的广野火力
发电厂6号机组等受损停运至今。

日本政府预计，东电辖区包括东京
都在内 1 都 8 县的电力供应余力即“电
力预备率”可能大幅低于维持电力稳定
供应的最低限度。一旦无法确保电力供
应，可能导致大规模停电。为此，日本政
府发布电力供应紧张警报，呼吁东电辖
区内家庭和企业于当地时间 22 日 8 时
至23时节约用电。

东电表示，22 日公司将尽全力确保
电力供应。由于在地震中受损停运的发
电厂恢复发电尚需时日，短期内电力供
应紧张问题仍将持续。

受降温及电力供应紧张影响

日本政府呼吁东京
等地用户节约用电

新华社东京 3 月 22 日电 日本国
会参议院22日批准总额为107.6万亿日
元（1 美元约合 120 日元）的 2022 财年

（截至 2023 年 3 月）财政预算案。这也
使日本财政预算连续十年创新高。

由于国会众议院已于 2 月通过这一
预算案，参议院的批准意味着日本2022
财年预算案在国会得以通过。

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文件，2022 财年
预算比上财年增加 9867 亿日元。其中
社保相关开支增加4393亿日元，是财政
开支的最大增项。社保负担不断加重也
使日本社保预算首次突破 36 万亿日
元。政府预留5万亿日元用于应对新冠
疫情。此外，国防、科技振兴费等预算均
为历史最高。

根据预测，日本2022财年税收收入
预计为 65.2 万亿日元。为弥补收支缺
口，政府拟新发36.9万亿日元国债。

社保负担是最大增项

日本财政预算
连续十年创新高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20日宣布，他
上任后将把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搬迁至
国防部大楼。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政府
21 日说，仓促搬迁总统办公室可能“造
成安全事务空白和混乱”。

青瓦台 21 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议，讨论尹锡悦的搬迁方案。青瓦台
高级官员朴洙贤在会后说，与会人员认
为这一搬迁方案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可
能造成国家安全隐患。

尹锡悦在竞选早期承诺，一旦当选
总统，他将不会在青瓦台办公。按照他
的说法，将总统办公室搬离青瓦台意在
更好地与民众沟通。

据报道，尹锡悦的搬迁方案预计耗
资约 4100 万美元。这笔费用需由现任
政府制订预算并拨款。新华社微特稿

文在寅政府说:

搬迁总统办公室
时间太仓促

新华社首尔 3 月 22 日电 韩国釜山
市居民“关于釜山港美军实验室去留”投票
促进委员会联合韩国和平市民网络等多家
民间团体，于 21 日在釜山市的西面商业区
举行集会，要求驻韩美军全面关闭和撤走
设在韩国境内的生化实验室。

据韩国媒体《伽倻日报》和大韩民国青
少年议会记者团报道，共有 200 余家民间
团体参与了当天的集会。

釜山市居民“关于釜山港美军实验室
去留”投票促进委员会情况室室长田伟峰

（音译）向《伽倻日报》表示，美国的生化实

验室只为实现美国利益，对所在国来说是
不幸的根源，韩国应尽快关闭和拆除境内
的美军生化实验室。该委员会旨在通过居
民投票决定美军生化实验室去留，截至
2021 年 1 月末，得到将近 20 万名釜山市民
签名支持。

和平市民网络负责人金容弼（音译）对
《伽倻日报》说，美军在包括釜山第八码头
在内的多地都设有生化实验室，不断展开
活动以提高细菌战实力。韩国政府不应对
此坐视不管，而应对美军生化实验室进行
公开调查并封锁。

近年来，韩国媒体接连曝光驻韩美
军进行生化实验的消息，引发韩国民众
愤怒和担忧。2021 年 8 月，韩国民间团
体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向釜山地
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认定驻韩美
军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间多次向韩国境
内运送剧毒和有害物质的行为违反韩国
相 关 法 律 。 该 协 会 负 责 人 对 韩 国 媒 体
说，驻韩美军无视韩国法律规定，未经任
何申报程序就向韩国境内秘密运送这些
物质并进行生化实验，危害民众生命健
康安全。

韩国民间团体要求：

关闭韩境内美军生化实验室

因劳资谈判未果，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 20 日停运。
此举或导致加拿大产化肥等大量农业物资无法及时运送到
美国，继而影响不少美国农场的春播。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与加拿大铁路
职工工会未能在 20 日零时达成协议，包括列车司机、工程
师、调度人员等在内的3000多名员工停工。双方互相指责
是对方导致谈判未果。

美联社援引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资料报道，这家加
拿大第二大铁路运营商线路覆盖美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
是当地进口加拿大化肥等农业物资的重要承运商。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省出产的碳酸钾占整个北美地区产量的70％，
这些碳酸钾均由这家公司承运。这家公司还运输磷肥、尿
素、硫酸铵、液氨等化肥。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大型化肥生产企业纳特里恩
公司说，如果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劳资僵局不能在
几天内打破，该公司将减少在萨斯喀彻温省的碳酸钾产
量。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与加拿大铁路职工工会自去年
9 月以来一直就提高员工工资与养老金等事项谈判，由加
拿大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居中调停。

在谈判最后期限过后，加拿大劳工部长西默斯·奥里甘
说，劳资双方代表仍在与政府调停人会谈。“我们在密切注
意情况，希望双方继续努力，直到达成协议。”

新华社微特稿

或殃及美国部分地区春播

加拿大铁路劳资谈判未果

新华社德黑兰3月21日电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
默德·伊斯拉米21日表示，伊朗不会放弃“和平”的核活动。

伊斯拉米当天在伊朗传统新年寄语中表示，伊朗绝不
会停止在该国开展“和平”的核活动，将努力推进为伊朗人
创造价值的计划。他说，伊朗原子能组织制定了一项全面
计划，以便将新的核技术广泛运用在健康、农业、工业和环
境等领域。

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科学家必须在知识和技术的前
沿领域不断探索，伊朗核工业科学家通过有效努力，已能触
及这一领域的“最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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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
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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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2021 年 4 月 6 日，伊核协议相关方开始在维也纳举行
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迄今已举行多轮会谈。第8
轮谈判于 2021 年 12 月在维也纳启动。今年 3 月 11 日，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宣布，该轮谈判由于“外
部因素”暂停。

伊朗原子能组织：

伊朗不会放弃
“和平”核活动

3月22日，人们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机器人展上参观。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