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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全球
流离失所者持续增长再创纪录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16 日电 联

合国难民署 16 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
示，截至 2021 年年末，全球被迫逃离
家园流离失所者达到 8930 万人，创下
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比一年前增长
8%，与十年前相比翻了一番多。

联合国难民署的年度全球趋势报
告显示， 在 8930 万流离失所者当中，
2710 万人是难民， 超过三分之二的难
民来自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南
苏丹和缅甸。

难民署在其报告中强调，原有冲突
升级和新冲突的爆发是去年全球流离
失所者数量上升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
时，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和气候危机也
是目前全球流离失所问题的重要原因。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
普·格兰迪表示，过去十年，全球流离
失所者数量都在逐年上升，“除非国际
社会立即团结起来采取行动应对这一
人类悲剧， 否则这一可怕的趋势将继
续下去。 ”

教科文组织：
全球有约 7.7亿成人文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
蕾·阿祖莱 15 日说， 全球现有约 7.7
亿成人文盲，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

阿祖莱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出席第
七届成人教育国际会议时做出上述表
述。 她说：“这 7.7 亿不会读或写的成
年人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她呼吁
国际社会做出更多努力， 向成人文盲
提供受教育机会。

第七届成人教育国际会议于 15
日至 17 日在马拉喀什举行。

教科文组织 15 日发布第五份《成
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指出，当前全
球成人学习和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没有
惠及亟需人群。 报告每三年发布一次，

以近 160 个国家提交的数据为基础，旨
在监测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是否兑现其
对成人学习与教育方面的国际承诺。

最新报告显示，上述国家中，超过
一半报告自 2018 年以来成人学习和
教育的参与度有所提高， 但依然存在
挑战；大多数报告在课程质量、成人教
育工作者的评估和职业化方面取得了
进展。与此同时，60%国家在残疾人、移
民或囚犯受教育方面没有改善，24%年
龄较大成年人受教育比例有所下降。

阿祖莱呼吁， 政府和国际社会共
同努力，确保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其年龄、身份或是居住地点。

（新华社专供）

油价居高不下 拜登向油企“求合作”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5 日呼吁
国内炼油商增加汽油和柴油产量，缘
由是俄罗斯 2 月下旬对乌克兰发起特
别军事行动以来， 美国油企利润翻了
三倍， 美国消费者却在承受创纪录的
高油价。

“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解决 （美国）
家庭面临的危机，”拜登在一封致国内
炼油商的信中说，“你们企业需要与我
领导的政府合作，出台具体、可在短期
内实施的解决方案应对危机。 ”

据美联社报道， 全美天然气平均
价格眼下接近每加仑 （合 3.785 升）5
美元，加重不少美国人的经济负担，可
能导致拜登所属民主党在 11 月国会
改选、即中期选举中失利。

拜登致信埃克森美孚公司、 马拉
松石油公司和瓦莱罗能源公司等 7 家
本土油企， 称全美天然气平均价格 3
月为每加仑 4.25 美元，短短数月增加
75 美分， 显示油企炼油能力不足，而
所赚利润 “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加
重民众之苦。

拜登在信中说， 美国政府采取释
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等措施， 试图抵
消乌克兰局势对油价的影响， 但石油
行业的不作为正在削弱政府的努力。

同一天， 白宫新闻秘书卡里娜·
让-皮埃尔谴责本国油企趁机抬高利
润。 她告诉媒体记者，这些油企“一直
在利用战争……他们的收入翻了三
倍”。她说，油企的做法有问题，现在必
须采取行动降低油价。

美联社解读， 拜登政府暗示油企
贪婪导致油价上涨， 在许多经济学家
看来有争议，却可能让选民产生共鸣。

拜登政府释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
并放宽高含量乙醇燃料销售， 但都没
能推动油价持续下行。 市场研究机构
英国埃信华迈公司副总裁吉姆·伯克
哈特认为， 拜登政府无法像变戏法一
样找到新的油气供应国，“但一件事或
许能有所帮助， 那就是与美国石油行
业形成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目前为止，
两者有些敌对”。

拜登已经指示能源部长珍妮弗·
格兰霍姆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各油企
就 2020 年以来炼油产能下降作出解
释，希望油企从库存、价格和产能各方
面提供具体方案， 以解决未来数月供
应问题。

美国石油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石油行业产能削减缘于拜登政府寻求
抛弃化石燃料。挪威咨询机构吕斯塔德
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克劳迪奥·加林贝
蒂认为，美国炼油商无法在现有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产能，“如果有能力，他们早
就这么做了”。 （新华社专供）

金砖合作铺就
巴西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巴西北部的新巴西市， 多处路
段的柏油马路和下水道设施今年陆续
竣工， 让居民感受到生活质量实实在
在的改善。以新巴西市为代表，巴西北
部的帕拉州正借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的贷款推进城市项目， 铺就该地区
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8 年 3 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正式批准向帕拉州政府贷款 5000
万美元用于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建
设。 2021 年 3 月，新开发银行批准向
该州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贷款 1.53 亿
美元， 在该州五个地区铺设总长 475
公里的道路， 以减少物流运输的时间
和成本，增强城市间的连通性。

帕拉州城市开发与公共建设部资
料显示， 项目涉及帕拉州跨亚马孙高
速公路沿线九个县市约 34 万居民，旨
在通过卫生、道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该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新巴西市是这九个县市之一，沥
青路面铺设和下水道建设是该市基础
设施项目的主要内容， 道路建设长度
约 17 公里，已完成逾 11 公里，计划今
年 8 月全部完工。

佩德雷·莱奥·施耐德学校在新巴
西市市中心附近。 “我们已经期待柏油
路面很久了。 这个社区非常老，土路冬
天泥泞，老师、学生们进门一脚泥，教室
的地面、 墙面也都是泥。 夏天就全是
土，”校长玛列特·罗德里格斯说，“有了
柏油路，孩子们的出勤率必然更高。 ”

阿莉内·费托萨的小酒吧开在不
远的坡道下，她女儿索菲亚在佩德雷·
莱奥·施耐德学校上幼儿园。 对她而

言， 即将铺设好的道路不仅意味着更
多客源，女儿上学也更为便利。

“晴天尘土飞扬， 雨天道路泥泞，
客人都不愿意上门。 这样的土路遇上
雨天 ， 我们连市场和市中心都去不
了。 ”费托萨说。

新巴西市另一端的西界大道是已
经完工的路段。 平整的路面和设计科学
的下水系统不仅改善了出行体验， 还有
助于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亚马孙地区旱
季尘土飞扬，许多人有严重的呼吸疾病。

38 岁的吉齐亚妮·费尔南德斯将
超市开在了西界大道路口。 她说：“我
在这里出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铺设柏油路大幅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
量，客人来这里也方便多了，销售提升
很多。 这项工程棒极了！ ”

帕拉州州长埃尔德·巴尔巴略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的伙伴关系令帕拉州得
以筹措资金， 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项
目所在城市民众的生活质量， 兼顾了
社会发展和财政预算平衡。

巴尔巴略介绍， 跨亚马孙高速公
路沿线地区是帕拉州乃至整个巴西重
要的可可果产区， 希望帕拉州与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战略合作能够吸引
国际投资，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

新巴西市市长韦德·马克斯表示，
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巴西最好的
决策之一， 这为城市带来了真真切切
的益处。 “我们期待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继续向这里投资。 ”

（新华社巴西贝伦 6 月 15 日电）

国际观察

美联储大幅加息影响几何

由于美国通胀“高烧”不退，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 15 日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1.5%至
1.75%之间。这是美联储自 1994 年以来单
次最大幅度的加息。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
进一步转“鹰”，美国股市、房市承受冲击，
就业市场面临挑战，经济“硬着陆”风险加
大。 同时，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
面外溢效应也让全球金融市场承压。

紧缩政策持续加码
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 15 日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在 5 月初举行的上次会议上，委员
会成员普遍认为， 如果经济和金融状况
发展符合预期， 本次会议应考虑加息 50
个基点。 但面对近期通胀数据出人意料
地上升等一系列事态发展，委员会认为，
本次会议有必要进行更大幅度加息，同
时继续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从 3 月加息 25 个基点，到 5 月加息
50 个基点，再到此次加息 75 个基点，美
联储控制通胀的紧迫性可见一斑。 鲍威
尔坦言，75 个基点的加息幅度 “非同寻
常”。

美国劳工部本月 10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5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环
比上涨 1%，同比上涨 8.6%，同比涨幅已
连续三个月在 8%以上。 此前，一些经济
学家曾认为美国通胀可能已于 3 月 “见
顶”。

鲍威尔还表示，从目前来看，下一次
会议很有可能继续加息 50 个基点或 75
个基点， 委员会将根据未来经济数据做
出决定。 他说，美联储倾向于在加息周期
前期以较大力度加息， 给之后的货币政
策留出选择空间。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显
示， 美联储官员对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
率的预测中值为 3.4%， 明显高于 3 月预
测的 1.9%。 对从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
四季度经济增速的预测中值为 1.7%，明
显低于 3 月的 2.8%。

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富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萨拉·豪斯

和迈克尔·普列塞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
出， 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仍相当乐
观， 只有经济增长出现 “更实质性的放
缓”， 核心通胀率才会回到美联储 2%的
目标， 而这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更
大损害。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
拉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 年初以来股票和
债券市场价格下跌已导致价值约 12 万亿
美元的美国家庭财富蒸发， 随着美联储进
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股市在过去几天里大
幅下跌，这或许预示着今年晚些时候的“硬
着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
波森认为，加速加息或提前加息对衰退风
险影响不大，最重要的是美联储最终加息
多少。 他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如果将本轮
加息周期结束时的利率水平从 3%左右上
调至 4%以上，那可能意味着会导致经济衰
退。

根据彭博社经济部15 日发布的预
测，美国经济到 2024 年年初出现衰退的
可能性高达 72%。

全球金融市场承压
分析人士指出， 美联储前期行动迟

缓， 一定程度上导致眼下美国面临 40 年
来最严重通胀局面， 美联储不得不在加
息、缩表上“下猛药”。 这不仅仅会对美国
经济自身造成冲击，也将波及全球金融市
场。

拉赫曼告诉记者， 美联储持续加息
正促使资本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入美
国， 这可能导致一些经济体发生债务违
约，并让全球金融市场承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
行估计 , 低收入国家中已有六成处于
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 世行行长马尔帕
斯此前表示，各国面临严重的融资压力，
预计债务危机今年将“继续恶化”。 IMF
认为， 主要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时应清
晰沟通， 谨防给脆弱的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带来溢出性金融风险。

波森指出， 由于美联储大幅加息，
一些中低收入经济体将出现财政困难，
面临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困扰且仍处
于新冠疫情阴霾之下的经济体将遭受
冲击。 不过，波森认为，大多数中低收入
经济体比过去更有能力应对美联储加
息的冲击， 因此不太可能出现广泛的金
融不稳定。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5 日电）

日本参院选举在即 日韩首脑会晤难成？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新任总

统尹锡悦本月底将出席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 (北约 )领导人会议 ，外界原本预期
双方将借机举行首次双边会晤。 只是，
日本政府官员 15 日对此期待泼了冷
水 ，表示当前氛围尚缺 ，会晤不大可能
举行。

韩日媒体分析，日本定于 7 月举行
国会参议院选举，岸田政府不希望摆出
积极缓和日韩关系的姿态。 一名韩国外
交界人士指责 ：“日本出于国内政治原
因，正做出丢掉改善韩日关系机会的愚
蠢行径。 ”

【暂无安排】
岸田 15 日宣布，将出席定于 29 日

至 30 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北
约峰会。 回应媒体关于峰会期间是否安
排与尹锡悦面对面会晤的问题时，岸田
表示“什么都没决定”。 他说，要恢复“健
康 ”的日韩关系 ，应根据日方一直以来
的立场同韩方沟通。

同一天 ，尹锡悦也表示 ，会晤岸田
一事未定。

最近一次韩日首脑会晤发生在两
年半前。 缘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强征韩
国 “慰安妇 ”和劳工等历史遗留问题以
及日本对韩报复性出口管制等争端，日
韩关系陷入低谷，高层往来停滞。

按照共同社的说法，尹锡悦政府对
改善韩日关系态度积极。 两国外交部门
6 月上旬在首尔举行副外长和局长级磋
商。 韩方希望加强双边安全合作应对朝
鲜“威胁”，让前总统文在寅任内几欲废
除的韩日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GSO鄄
MIA)恢复正常履行。

然而，日本保守派媒体《产经新闻》
15 日以日本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
次首脑会晤不大可能举行，因为条件尚
不成熟 ：一方面 ，韩国新政府尚未就日
方强征劳工赔偿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尹
锡悦 5 月 10 日就职后，韩国在独岛（日
本称 “竹岛 ”）附近展开海洋调查 ，引发

日方抗议。
一名岸田身边人士称，鉴于韩国曾

有不遵守双方协议的行为，日方不会在
争端谈判中轻易软化立场。

【“错失契机”】
日本定于 22 日发布选举公告，7 月

10 日举行参议院改选投票。这次选举事
关岸田能否长期执政，也关乎执政的自
由民主党能否推动国会参众两院修宪
进程。

为了吸引保守派选民，岸田内阁难
以在参议院选举前作出 “灵活 ”处理韩
日关系的姿态。 如果同意举行日韩首脑
会晤，主张对韩强硬的选民可能视之为
“向韩国让步”。

日方外交消息人士 15 日披露 ，韩
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原定本月中下旬完
成就任后对日本的首次访问，并举行韩
日外长会晤，眼下预计将推迟到日本参
议院选举之后，同样是因为日方担心韩
方来访可能构成影响选情的“负担”。

据韩国《朝鲜日报》16 日报道，相比
韩方对首脑会晤的乐观态度，日方气氛
完全不同。 一名东京外交消息人士说，
日方原本对尹锡悦政权抱以高期待，但
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上月出席尹锡悦
就职典礼 ， 与朴振会面后产生一种印
象：尹锡悦政府并没有准备好化解韩日
关系恶化主要症结 、即劳工赔偿和 “慰
安妇”遗留问题。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韩国外交官
说：“韩日关系被两国民众情绪左右，日
方最好在 （尹锡悦 ）任期之初抓住改善
契机。 ”如果岸田内阁埋头于国内政治
而错过改善日韩关系的机会，将会增加
今后两国外交“负担”。

不过 ，分析人士指出 ，即便不举行
正式会晤，岸田和尹锡悦可能会在北约
峰会间隙握手寒暄或短暂交谈。 而且，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要求推进美日韩
三边安全合作，可能借机安排美日韩首
脑会晤。 （新华社专供）

英国：3D打印枪支增多 引发警方担忧
英国警方注意到 ， 近年来用三维

(3D) 打印机制造整枪的事件增多 ，一
些人不但自制手枪 ， 甚至连半自动步
枪都能偷偷 “打印 ”出来 ，给防范枪支
暴力增加新的难题 。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 15 日援引伦
敦警察局资料报道 ，3D 打印枪虽然早
就在美国泛滥 ， 但是在英国等欧洲国
家原本并不常见 。 只是 ， 近年来 ，英
国 、 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发生愈来愈多
的 3D 打印枪袭击案件 ， 趋势令人担
忧 。

伦敦警察局自 2018 年以来缴获 4

把 3D 打印枪 ，数量虽不多 ，但警方表
示会密切关注 “这一新冒头的趋势 ”。

英国警方说 ， 人们很容易从互联
网上搜到 3D 打印枪的制作方法 ，一
些所谓枪支爱好者在介绍制作方法时
甚至拍视频作详尽展示 。 在一则视频
中 ， 一名男子趴在 3D 打印枪上做俯
卧撑 ，以证明这把枪 “特别结实 ”。

伦敦警察马修·韦布说 ，早年间的
3D 打印枪设计模型问题迭出 ，有些枪
开火后就会炸裂 ， 但近年来的设计和
制作工艺均明显改善 。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极端化问

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拉詹·巴士拉
说 ，3D 打印枪制作成本较高 ， 现在虽
然比以前便宜许多 ，但 “打印 ”一把枪
至少需要 150 英镑 。

警官尼克·布莱克本介绍 ，警方已
着手训练警员识别 3D 打印枪 ， 尤其
是一些 “看起来像玩具枪 ”、实则能够
发射子弹的真枪 。

“我们需要明白这种威胁 ，把它当
做一种新兴威胁来对待 ， 加以监控 ，”
布莱克本说 ，“如果可以 ， 我们应监控
那些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的人 ， 在那
些武器流入伦敦街头之前予以拦截 。 ”

巴士拉担忧 ， 极右翼组织经常在
网上分享有关 3D 打印枪的种种资料 ，
煽动制造袭击事件 。 在德国 ，一名新纳
粹分子 2019 年杀死两人 ，还袭击了一
间犹太会堂 ，所用多件武器就包括 3D
打印枪 。

英国警方近年成功阻止多起袭击
图谋 ，部分作案工具涉及 3D 打印枪 。
在一桩案件中 ， 约克郡三名男子在互
联网上商议袭击 ， 被一名卧底警察发
现 ， 警方随即逮捕他们 ， 并且查获了
一把 “打印 ”到一半的枪 。

（新华社专供）

中国工业园项目
在南非促发展创就业
海信南非工业园是中国在南非的重要投资合作项目。

该项目不仅促进当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还创造大量的
就业机会。 目前，海信南非公司雇用了 800 多名当地员工，
占员工总数的 90%，并间接为当地社会创造了超过 5000 个
工作岗位。

6 月 1 日，当地员工在南非开普敦海信南非工业园的电
视机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 发

美 联 储 激 进 加 息 冲 击 国 际 市 场
面对持续高通胀重压， 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 15 日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将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1.5%至
1.75%之间。 这是美联储自 1994 年以来
单次最大幅度的加息。

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当日公布的经济预测数据显示，美
联储官员对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
预测中值为 3.4%， 明显高于 3 月预测
的 1.9%。

持续高通胀之下， 市场已经预期美

联储会激进加息， 这导致近几日全球一
些股市出现大幅下跌，日元、英镑和欧元
等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明显走低。

美国劳工部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 5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
1%，同比涨幅达 8.6%，均高于市场预期
和 4 月数据； 该指数的同比涨幅创 1981
年 12 月以来最大值。

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福阿德·拉扎
克扎达表示， 导致股市大幅抛售的原因
有很多，但主要归结于通胀压力。 通胀过

热让美欧央行不得不收紧政策以应对通
胀。 而另一方面，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遭遇
重创，进一步助长了抛售行情。

日本财务省、 日本央行和日本金融
厅日前联合发布声明， 对近期日元汇率
大幅下跌表示担忧。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
东彦 13 日警告，日元大幅贬值增加了经
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经过多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欧
洲中央银行 9 日宣布自 7 月 1 日起停
止净资产购买， 并计划 7 月加息 25 个

基点。 在此之后， 欧元区南部成员国
政府债券收益率明显上升。

市场担忧，随着欧洲央行结束购债，
债务负担沉重的欧元区国家融资成本将
大幅攀升，可能带来债务危机风险。

欧洲央行理事会 15 日就当前市场
形势召开临时会议， 商讨应对之策，也
引起了各方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
央行选择在美联储公布货币政策决议
前召开临时会议，可能意味着欧洲央行
一定程度上担心美联储大幅加息给风
险资产带来影响，加剧欧洲主权债券市
场碎片化。

（新华社纽约 6 月 1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