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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 一年一度的智利陆军节阅兵式在首都圣地亚哥奥
伊金斯公园举行。 智利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8200多人参加了阅
兵式。 图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智利总统博里奇 （中） 参加陆
军节阅兵式。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据巴西通讯社
19日报道， 巴西海军日前正式
签署了新的南极科考船建造合
同。 根据合同， 这艘极地科考
支持船拟于2025年9月交付使
用。

报道说， 新科考船将在巴
西东南部圣埃斯皮里图州的裕
廊-阿拉克鲁斯造船厂建造 ，
建成后将替代此前一艘名为
“阿里·龙热尔” 号的海洋研究
船。

“阿里·龙热尔 ” 号1981
年由挪威建造 ， 由巴西海军
1994年购买， 参与 “巴西南极
计划” 科考活动。

巴西海军表示， 新科考船
长 94米 ， 宽 18.5米 ， 高 6米 ，

配备柴油-电力发动机， 最多
可容纳92人， 不靠岸可连续航
行70天。

这艘极地科考支持船计划
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间作业 ，
在南极夏季结束后返回巴西。
这艘船的主要职能是为南极乔
治王岛上的巴西费拉兹司令南
极科学考察站运送补给物资，
并在航行途中进行海洋学研
究。

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
“巴西南极计划”。 目前， “巴
西南极计划” 在南极洲有一个
全年工作的科考站、 几个季节
性营地， 以及 “阿里·龙热尔”
号和 “马克西米亚诺海军上
将” 号两艘科考船。

巴西宣布建造新的南极科考船

“化石燃料经济已经达到极
限。” 去年7月14日， 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剑指传统能源， 强
调能源转型势在必行。 那一天，
欧盟委员会提出涉及能源、 交通
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计划提
案， 欲使欧盟国家2050年实现碳
中和。

而如今， 欧洲多国拟恢复煤
炭发电， 并增加从美国购买液化
天然气的数量。 尽管欧盟官员称
这只是 “权宜之计”， 旨在解决
过冬能源短缺问题， 但多名专家
指出， 西方国家在减排问题上频
频 “开倒车”， 不仅无法解决导
致其能源危机的根本问题， 更会
扰乱全球减排进程， 损害全球气
候治理。

欧美减排 “挂倒挡”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 ， 欧

盟、 英国与美国一道对俄罗斯施
加多轮制裁， 但其反噬效应令不
少欧洲国家处境窘迫： 能源供应
紧张， 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大幅飙
升， 经济高度承压， 民众不堪重
负。

为从能源危机中脱困 ， 德
国、 荷兰、 奥地利等多个曾大力

呼吁放弃煤炭、 倡导环保的欧洲
国家， 相继宣布重开煤电厂或
采取措施支持煤电项目。 欧盟
也展示出其减排政策的 “浮动空
间”。 今年7月， 欧洲议会表决支
持把满足特定条件的 天然气和
核能领域投资归为环境友好的
可持续经济活动类别。 此外， 欧
盟还决定从美国进口更多液化天
然气， 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寻找
更多潜在的化石能源替代供应
方。

此前支持能源转型的欧盟官
员， 在一些成员国转向煤电之时
开始闪烁其词。 负责内部市场的
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东近期表
示， 只要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证
明在获取天然气供应方面已尽其
所能， 便可重启煤电厂。

英国能源智库 “未烧尽的
煤 ” 研究组织估计 ， 欧洲多国
“重启” 煤电将导致额外燃烧煤
炭1300万吨。 今年冬天， 欧洲各
国政府将至少花费500亿欧元用
于新建和扩建化石燃料基础设施
以及能源供应 ， 包括重启煤电
厂、 从海外运入天然气等。

美国金融数据提供商明晟公
司的报告显示， 在最坏情况下，

如果欧洲用煤炭取代所有俄罗斯
进口天然气， 第一年的排放量可
能增加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与此同时， 美国正加大天然
气出口。 美国计划今年额外向欧
盟提供至少150亿立方米液化天
然气， 这意味着美国对欧天然气
出口增加三分之二。 美国能源部
今年4月表示， 美国是全球最大
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和能源净
出口国， 美国燃料供应 “应继续
在全球能源安全领域发挥关键作
用”。

危机存在深层原因
面对能源价格飙升， 意大利

人正在研究如何用小火烹饪意大
利面； 德国人开始囤积柴火， 打
算用古老的燃木取暖方式扛过寒
冬 ； 丹麦 的 贫 困 家 庭 被 迫 退
租 公寓 ， 选择帐篷露营； 芬兰
政府发起全民节能活动， 鼓励人
们缩短洗澡时间； 超过两成英国
成年人打算今年整个冬季不开暖
气……

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地区之
一， 欧洲却出现如此窘况。 美国
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 ，
能源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对俄

罗斯的制裁， 而非减排政策， 欧
洲对俄实施能源制裁在打击俄经
济的同时， 也必然给欧洲自身带
来严重危机。

有专家认为， 西方多国在减
排问题上 “开倒车” 看似突然，
实则必然， 本质上还是西方政治
沉迷于短期利益 “制度病” 的集
中反映。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能
源问题专家肖恩·菲尔德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能源危机
已存在多年， 但英国并没有做好
准备。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气候变
化问题专家汤绪表示， 欧洲现有
能源政策抗风险能力较弱， 一旦
遇到自然和人为风险等 “风吹草
动”， 就可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
应， 导致能源短缺和能源价格飙
涨， 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减排全
局。

权宜之计或代价高昂
专家认为， 欧洲和美国应对

能源危机时的摇摆政策， 不仅无
法解决导致危机的根本问题， 更
将扰乱全球减排进程， 损害全球
气候治理。

从短期看， 部分欧洲国家重

启煤电厂会导致淘汰化石燃料的
计划推迟， 并造成更多温室气体
排放， 不利于碳中和气候目标的
实现。 对于欧盟履行减排时间表
会否受到影响， 英国华威大学能
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卡罗琳·
库泽姆科表示， 这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今年冬天有多冷、 欧洲将
使用多少煤、 新的可再生能源技
术可以多快投入使用等因素”。

从长期看， “前期排放累积
必然导致后期减排的举步维艰，
增大减排难度， 后期需要采取更
强有力的减排措施才有可能达到
《巴黎协定》 的气候目标。” 汤绪
说。

关注清洁能源转型的非政府
组织 “监管援助项目组织” 欧洲
项目主管简·罗斯诺指出， 一旦
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到位， 拥有这
些资产的企业将希望尽可能长时
间地使用这些资产， 以确保获得
投资回报。

多名专家呼吁， 应对和减缓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的重要
议题， 欧美不应只顾眼前利益，
而应切实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
程。

据新华社

今年3月以来， 美联储为应
对国内高通胀而连续激进加息，
推高美元指数及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 ， 令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承
压， 输入性通胀高企。 同时， 一
些非洲国家本币加速贬值， 甚至
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尼日利亚国际关系专家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指出， 尼日利亚
等非洲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和对外
贸易活动与美元储备紧密挂钩，
这意味着美国可通过货币政策把

通胀压力转移给非洲国家。
津巴布韦财政部长恩库贝表

示， 津巴布韦长期遭受美西方非
法制裁， 输入性通胀加剧了津国
内通胀， 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
霜， 本币大幅贬值。

肯尼亚经济学家吉士贾认
为， 很多非洲国家食品和原油大
量依赖进口， 而美联储加息推动
美元走强， 直接推高了这些必需
品的进口成本。 同时， 许多国际
投资者因美联储加息而撤离非

洲， 影响非洲经济发展前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

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表示， 当前
全球通胀高于预期， 并向食品和
能源领域不断蔓延， 促使全球主
要央行提升利率水平， 实施货币
紧缩政策， 这将使非洲大多数国
家面临高通胀和高债务的双重压
力， 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风
险。 IMF数据显示， 目前有22个
非洲国家处于债务困境或有很高
风险陷入债务困境。 据新华社

美国输出通胀拖累非洲经济增长前景

智利举行陆军节阅兵式

欧美权宜之“恶”损害全球气候治理

由于今年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输出通胀， 以及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飙
升， 非洲国家通胀压力日益加大。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2021年非洲经济复
苏势头强劲， 但近期非洲多国加息应对通胀且面临粮食危机， 经济增长前
景不确定性加大， 下行风险突出。

近期， 非洲国家通胀高企，
民众生活成本攀升。 非洲开发银
行此前发布 《2022年非洲经济展
望报告》， 预计今年非洲地区平
均通胀率将达13.5%。

肯尼亚国家统计局总干事麦
克唐纳·奥布多表示，2021年7月
至2022年7月，该国通胀率上升主
要是由于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
上涨了15.3%。 最新数据显示，肯

尼亚8月通胀率达8.5%， 创5年来
新高。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市民
奇库·迈克尔感到生活成本在急
剧上升： “最近一个月主食价格
已经高得吓人。 水果变得越来越
像奢侈品。”

其他非洲国家的通胀形势也
不乐观。 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
利亚今年 7月通胀率达 19.64% 。

南非7月通胀率达7.8%， 为2008
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以 来 最 高 水
平。

为缓解通胀压力 ， 非洲 多
国 央 行 纷 纷 加 息 ， 收紧流动
性 ， 经济增长势头可能因此放
缓。 《2022年非洲经济展望报
告 》 预计， 2022年非洲经济增
速预计为4.1%， 远低于2021年的
6.9%。

非洲粮食自给能力不足， 需
要进口粮食。 乌克兰危机的升级
影响到非洲粮食进口， 在加剧非
洲国家通胀的同时， 还引发粮食
安全问题。

联合国数据显示， 2018年至
2020年， 非洲从俄罗斯和乌克兰
进口了51亿美元小麦， 占非洲小
麦进口总额的44%。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 西方对

俄实施制裁， 非洲粮食进口持续
受阻。 当前， 非洲之角地区正遭
遇几十年来最严重干旱， 粮食产
量大幅下滑。 在肯尼亚东南部，
一些农业地区今年玉米收成可能
比近五年平均水平减少近80%。
肯尼亚国家干旱管理局数据显
示， 目前该国约有410万人面临
粮食安全问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今年

上半年曾警告， 非洲有3.46亿民
众受到粮食危机影响。 其中， 超
过1400万尼日利亚人正经历严重
的粮食和营养危机， 这一数字将
继续增加。

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最新数
据显示， 尼日利亚今年8月食品
通胀率达23.12%。 有调查显示 ，
许多尼日利亚人现在要用85%的
收入购买食品。

输入性通胀拖累经济前景

通胀高企影响经济增长

粮食危机加剧经济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