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世界8 责任编辑：梁凡

E－mail:grrb704@sina.com2022年 8月 19日 星期五

管窥天下G

阅 读 提 示

一周数读G

明着当总理暗着当部长
澳前总理莫里森将被查
毕振山

下台将近三个月的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近日被澳

媒曝出在任期间曾秘密身兼数职，这让他面临巨大质疑和

压力。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莫里森在 2020年“秘密”任命自己

兼任卫生部长，与时任卫生部长亨特共同分管卫生事务。此

外，他还秘密兼任过财政部长、资源部长、内政部长、国库部

长，而当时的财政部长科尔曼等人，甚至对此毫不知情，澳大

利亚公众更是无从得知。

一国总理竟然秘密身兼多个部的部长，这样的新闻很快

在澳大利亚引发轩然大波。

澳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用“史无前例”“难以接受”“十分

诡异”等词来形容莫里森的行为。阿尔巴尼斯说，莫里森相

当于是在运作一个“影子政府”，澳大利亚人“都被蒙在鼓

里”。他表示，将向检察部门寻求法律意见，对莫里森的操作

是否合法展开调查。

与莫里森同属自由党的前总理特恩布尔也认为此事“不

可思议”“骇人听闻”。特恩布尔说，他对莫里森在没有告诉

时任部长和公众的情况下就兼任多个部长感到惊讶，同时也

对内阁部门同意这些任命感到惊讶。

国家党党首利特尔普劳德则表示，总理如果不信任内阁

部长，可以解雇他们，而不是将他们架空。

不过，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 15 日站出来为莫里森说话。

赫尔利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莫里森确实被任命过除总

理之外的多项职务，总督当时依据正常程序听取了政府的建

议并批准了任命，这个流程符合宪法，是否公开相关任命由

政府决定。按照惯例，总督会为受任命的部长举行正式且公

开的就职仪式。

16日，莫里森终于就相关争议作出回应。莫里森在社交

媒体上说，他在新冠疫情期间秘密身兼数职的行为只是“保

障措施”，不过他承认，现在看来“这些安排是不必要的”，他

对被冒犯的同事“表示歉意”。

17 日，莫里森召开新闻发布会，再次为自己的行为进行

辩解。他称自己的行为之所以被质疑，是因为人们没有站在

他的立场上。他还将自己在新冠疫情初期的执政形容为“在

暴风雨中掌舵”。

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出现要求莫里森辞去议员职务的声

音。阿尔巴尼斯则认为莫里森的秘密运作是对民主的“非同

寻常和前所未有的破坏”。按照阿尔巴尼斯的说法，对莫里

森的调查重点将是他是否还兼任更多秘密职务，以及他是否

因此获得额外报酬。

一些分析指出，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莫里森秘密身兼数

职是否违法，但他这些运作缺乏透明性且给人以贪恋权力之

感，这是让澳大利亚政界和公众最为不满的地方。如果后续

调查有更多猛料曝出，莫里森或将承受更大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8 年 8 月至 2022 年 5 月担任总理期

间，莫里森的行为就曾多次引发争议。例如，2019 年澳大利

亚山火期间他去美国夏威夷度假，导致“莫里森去哪儿了”一

度登上当时的社交媒体热搜；他在应对疫情和洪水等问题时

的表现，也多次遭到民众批评。

另外，莫里森还曾被指责多次撒谎。因为撕毁法澳潜艇

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指责莫里森撒谎。特恩布尔也曾

称莫里森“以撒谎闻名”。当时还是反对党工党领袖的阿尔

巴尼斯则表示，莫里森总是食言，而这终会让他尝到恶果。

梁凡

近年来，不时遭遇的能源危机对欧洲来

说已不“新鲜”。然而，随着今年 2 月以来俄

乌军事冲突爆发且欧盟深度介入其中，欧盟

多国主要能源进口地俄罗斯的各类能源或被

拒之门外、或被“减量供应”，令欧洲的能源形

势急剧恶化。再加上自入夏以来，欧洲遭遇

的罕见高温干旱天气，更是给欧洲“火烧眉

毛”的能源危机又“添了一把火”。

一

8月 16日，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被

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的荷兰 TTF9 月

天然气期货价格，单日内一度飙升超过 10%，

创 3月初以来最高的盘中价格。

在过去两个月里，欧洲天然气价格总共

上涨了 160%，这种涨势似乎不会很快结束。

天然气价格的飙升也继续推高了欧洲的

电力价格。自 6 月份以来，欧洲电力价格已

经上涨了一倍多。欧洲能源交易所 16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明年交付的基准电价上

涨 2.7%，至每兆瓦时 490欧元，连续第五个交

易日创下新高；法国明年交付的基准电价则

升至每兆瓦时 670欧元，涨幅超过 5%。

有数据显示，欧洲对天然气、石油和煤炭

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 90%、97%和 70%，而在

这三大能源的来源中，俄罗斯均是欧洲的头

号供给大国。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由于欧盟对俄罗斯

发起多轮制裁，俄方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意

愿逐步减弱，实际供气量也因此锐减，这导致

欧盟多国能源价格飙升。德国副总理兼经济

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不久前表示，

德国正在经历“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而这样的苦恼，并非只有德国才有。

据报道，根据英国政府最新分析，在其预

设的“合理的最坏情景”下，英国可能在今冬

面临约为峰值需求六分之一的电力缺口，即

使在启动紧急燃煤电厂后也是如此。明年 1
月，英国部分工厂甚至家庭可能不得不面对

“有组织的”停电，而且届时英国家庭或将面

临平均超过 4200英镑的年度电费账单，而目

前，这一金额还不到 2000英镑。

二

今年入夏以来，席卷整个欧洲的酷暑和

干旱也对其能源系统造成重大影响，持续的

热浪不仅增加了欧洲地区的用电需求，不少

欧洲国家的电力生产也因此面临严重威胁。

据报道，水力发电是欧盟的第四大电力

来源，水电满足了欧盟 15%的电力需求，但长

时间的高温天气让欧洲多条河流水位下降，

水力发电量堪忧。

以意大利为例，水电占该国总电力产量的

20%，但该国过去 12个月水电产量骤减 40%。

在西班牙，全国水库 8月的蓄水量仅为库容的

40.4%，比过去十年同一时期的平均蓄水量低

20个百分点，该国水电产量也猛降44%。

在高温干燥气象条件下，法国部分核电

厂附近的河水温度大幅提升，导致核电厂利

用河水冷却的能力受限。为此，法国电力公

司上周被迫宣布削减部分核电厂的发电量。

核能发电能力受限，再加上热浪侵袭导

致电力需求激增，法国在欧洲电力市场的角

色出现了逆转：今年上半年，法国不仅失去了

欧洲最大电力出口国的地位，甚至还变为电

力净进口国。

挪威咨询企业吕斯塔德能源公司统计数

据显示，欧洲今年前 7 个月水力发电量比去

年同期减少两成，核能发电量减少 12%。

此外，高温天气下往往风力较弱，风力发

电也受到影响；甚至就连太阳能发电，也被高

温波及——有报道称，因为光伏发电板“怕

晒”，高温会导致发电板功率折损、使用寿命

缩短。

三

面对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与持续飙升的

电价，欧洲国家各出奇招，将节能提上重要议

程。此外，欧盟国家也在加强合作，积极发展

可再生能源。

7 月底，欧盟国家就采取自愿措施，将今

年冬季天然气需求比前 5 年同期减少 15%达

成协议。欧盟表示，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降

低俄天然气供应完全中断可能带来的风险。

据彭博社 14 日报道，德国能源监管机

构——联邦网络管理局官员当天表示，德国的

天然气储存设施已达到 75%的填充水平，提前

两周实现了储存计划。此举是为确保德国能

够安全度过冬季而不必切断国内天然气供应。

为了节约能源，欧洲多个国家提出了颇

为细致的号召与要求。

西班牙内阁 1 日批准了本国的节能计

划，包括公共场所暖气最高 19 摄氏度、空调

最低 27摄氏度、晚上 10点后关闭商店橱窗照

明等。此外，政府也鼓励人们骑车上下班，以

节省汽车燃料。

为响应德国政府呼吁的全面节能行动，

德国首都柏林自当地时间 7月 29日夜间起正

式关闭一批公共设施的外部照明，熄灯范围

涉及胜利纪念柱等一系列柏林著名地标和景

点。德国汉诺威市则将切断公共建筑、游泳

池及体育馆等地的热水供应等。

除了努力“节流”，一些欧洲国家也在积

极想办法“开源”，并致力于推动能源供应多

元化，鼓励节能技术应用。

今年 5 月中旬，欧盟正式提出了“RE⁃
PowerEU 能源计划”。根据该计划，2030 年

欧盟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从

此前的 40%提高到 45%，并加速推进可再生

能源投资。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动用

3000 亿欧元资金，这笔庞大的资金也被喻为

欧盟能源转型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朱永彪 姜莉

8月 17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 20人死亡。两天前的 8月 15日，阿

富汗临时政府刚刚举行活动庆祝胜利一周

年，塔利班战士在美国原驻喀布尔大使馆外

高呼胜利口号。

过去一年来，阿富汗人面临“袭击和小

偷少了，但是面包也少了”的新困境，以及

“从死于自杀式炸弹袭击到死于饥饿”的新

风险。按照前总统卡尔扎伊的说法，阿富汗

除了安全局势出现改善外，其他方面均出现

了倒退。

安全风险犹存

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7月发布的一

份报告，在塔利班掌权的 10 个月里，阿富汗

国内暴力事件总体上大幅减少，但联阿援助

团记录了 2106名平民伤亡，其中 700人死亡，

1406 人受伤。大部分的袭击由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发动，并且主

要针对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人等。

一定程度上来说，阿富汗袭击事件及伤

亡人数的下降，与塔利班角色转换有关。如

果刨除塔利班因素，阿富汗的反恐形势并不

乐观，甚至存在较大风险和隐患。如 ISIS-K
还对塔利班发动了数十次袭击，导致百余人

伤亡，对塔利班构成巨大挑战。

种种迹象显示，由于喀布尔机场恐怖袭

击而再次声名鹊起的 ISIS-K 成为“伊斯兰

国”最重要的分支之一。该分支有意在中南

亚地区进一步扩充，并从“伊斯兰国”索马里

分支获得了大量资金。资金的增加以及阿富

汗国内一些囚犯被释放，使 ISIS-K 招募的人

数也有所增加。

俄罗斯阿富汗问题特使卡布洛夫 7月 28
日表示，目前 ISIS-K有至少 6000名成员在阿

富汗活动。除了在阿富汗发动袭击外，ISIS-
K还多次向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射

火箭弹。

此外，“基地”组织的可能性重组也引发

外界关注。7 月 31 日，美国用无人机击毙了

“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

近日，以小马苏德为首的“全国抵抗阵

线”也开始活跃起来，除了不断袭击塔利班，

还号称已经整合了 5 个省份的反塔利班力

量。尽管美国等国已公开宣称不会支持阿富

汗国内的武装抵抗，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不确

定性正在增加。

民众生活多艰

过去一年，除了饥饿外，洪涝、干旱、地

震、山火、传染病等不断威胁着阿富汗人的生

存和安全。仅今年 6 月 22 日的地震，就导致

1000 多人死亡。近几个月的洪灾也导致近

千人丧生。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吸引了国

际社会的大多数目光，阿富汗成了被遗忘的

角落。美国及其盟友把主要精力和援助用于

乌克兰，阿富汗收到的援助严重下降。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约有 2500 万阿富汗

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时有 1970万阿富汗

人正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 660
万人处于紧急状态；300 万儿童面临急性营

养不良风险，其中 100 万面临严重急性营养

不良风险。2021 年 6 月阿富汗有 3 万名儿童

因严重急性营养不良而接受治疗，一年后这

一数字上升到了 5.7万，增加了 90%。

需要国际援助

当前，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需求规模

已远远超过提供者的能力，联合国一再警告

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存在巨大缺口，并呼吁

国际社会不应因乌克兰局势而忽视阿富汗问

题，但是效果甚微。

2022 年 3 月 31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召开了一次高级别认捐会议，寻求资助“阿

富汗人道主义应急计划 2022”。该计划需要

筹集 44 亿美元的资金，以援助 2210 万人，然

而这笔被称为联合国有史以来针对一国最大

规模的援助计划，当前资金只到位了 40%。

5 月 14 日，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第二副

总理哈纳菲宣布，阿富汗本财政年度面临

5.01 亿美元的预算赤字。8 月 11 日，主要负

责经济事务的代理第一副总理巴拉达尔承认

阿富汗存在贫困问题，但他要求同胞们等待，

“对贫困保持耐心”。显然，塔利班还未找到

改善经济形势的正确道路。

总体来看，过去一年是阿富汗备受煎熬

的一年，但下一年是否会更好并不确定。阿

富汗目前就像一个被架在火上的高压锅，里

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相对模糊的，而这个高

压锅会不会爆炸或者什么时间被熬干水分，

目前还是未知的。

（朱永彪为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阿富

汗研究中心教授，姜莉为阿富汗研究中心研究生）

一年了，阿富汗仍未走出困境

过去一年，阿富汗人面临“袭击和小偷少了，但是面包也少了”的新困境，以及

“从死于自杀式炸弹袭击到死于饥饿”的新风险。面对危机，阿富汗迫切需要国际社

会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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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俄乌冲突带来的气、油、煤资源全面紧缺，一边是持续高温干旱造成的巨大能源需求——

美国新法案或难解高通胀

中国远望5号船停靠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484.4亿美元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近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该

公司净利润为484.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90%，创下2019年首次

公开募股以来单季度利润最高纪录。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沙

特阿美净利润达到879亿美元，同样创下新高。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说，二季度利润增长主要是由于原油价

格和销售量上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表示，虽然

全球市场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但上半年的形势证明对石

油行业的持续投资是重要的。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度突

破每桶120美元。

10万例

菲律宾卫生部近日发布的数据称，今年前7个月菲律宾累

计报告超过10万例登革热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131%，其中死

亡368例。

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在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流行，主要症状有发热、头痛、关节痛等，严重时

会导致死亡。除了菲律宾，缅甸、越南和柬埔寨在今年上半年

的登革热确诊病例相比去年同期都出现增长。

2.634亿吨

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巴西粮食

总产量将达到2.634亿吨，比2021年增加4%，再次创下新纪录。

据报道，大豆、玉米和稻米是巴西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今

年大豆产量预计为 1.188亿吨，玉米产量预计为 1.115亿吨，稻

米产量预计为 1060万吨。此外，还有 10多种作物的产量预计

增加，包括小麦、棉花、大麦等。 （郭济 辑）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美国总统拜登 16 日签署《通胀削减法

案》。该法案涉及税收、医疗、气候等方面，虽

以抗击通胀为名，但实际作用受到多方质

疑。分析人士认为，出台该法案是民主党为

中期选举拉票之举，很难真正缓解美国当前

高通胀困境。

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将在气候和清洁

能源领域投资约 3700亿美元；在医疗保健领

域投入约 640亿美元，以降低处方药价格、强

化医疗保障。法案还包括对部分大企业加税

等内容，致力于在未来十年内创造近 7400亿

美元财政收入。

然而，美国国内对该法案缓解通胀的实

质效果总体看淡，主要有两类观点。

一类观点是法案或一定程度上缓解通

胀，但短期效果远不及预期。民主党元老、佛

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认为，法案在及时

缓解工薪家庭压力方面力度不够，比如解决

“天价药”问题。

另一类观点是法案部分内容可能产生进

一步助推通胀的反作用。福克斯新闻网日前

报道，200 多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国会称，政

府支出计划将通过拉动需求而带来通胀压

力，而供给侧增税将抑制投资，进而压缩供

给，阻碍供应链修复，进而加剧通胀。

分析人士认为，距中期选举只剩不到三

个月，拜登政府面临国内各界对其误判通胀

形势、应对迟缓的批评，拜登支持率在低位徘

徊。民主党希望通过出台该法案提振选民信

心，但效果难料。

这是8月16日在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港附近拍摄的中国远望5号船。
中国远望5号船16日停靠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港，进行物资补给。中国驻斯大使戚

振宏和斯政府官员、中资机构代表等在码头迎接。
新华社发

意大利锡耶纳举行赛马节

8月17日，骑手在意大利锡耶纳参加传统赛马节。锡耶
纳赛马节是世界闻名的意大利传统民间活动，始于1656年，每
年7月2日和8月16日举行两次。此前锡耶纳赛马节已连续
两年因新冠疫情取消举办。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 摄

朱永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