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官员6月30日说，美国和古巴已就重
开使馆达成协议。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定
于当地时间7月1日11时发表讲话，正式宣布这
一消息。

法新社援引没有公开姓名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我们明天（7月1日）将正式宣布，美国
和古巴已就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达成协议，将在
双方首都互开大使馆。”

奥巴马的讲话地点定在白宫玫瑰园，这将
是他任内宣布的最重要外交政策之一。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于1961年与
古巴断绝外交关系，随后关闭使馆。次年，美国
宣布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迄今，美古外交交流通过各自在对方的利益代
表处，所谓利益代表处名义上隶属于两国境内
的瑞士使馆。

法新社报道，美国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利
益代表处主管杰弗里·德劳伦蒂斯预计1日向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转达奥巴马在重开
使馆问题上立场。

然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杰布·布什表示，
反对美国在古巴重开使馆，称此举有违美国

“民主”理念。而即便重开使馆，美国对古巴的
贸易禁运仍未解除。

刘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古就重开使馆
达成协议

希腊债务危机未来6大看点

调查显示

希腊债务危机
聚焦

2015年7月2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综合世界新闻B04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30日电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30日宣布希腊
未能于当天偿还约15亿欧元的IMF贷
款。希腊成为IMF历史上第一个债务
违约的发达经济体。

IMF新闻发言人格里·赖斯当天在
一份声明中说：“我确认IMF今天没有
收到希腊12亿特别提款权的还款（约
15亿欧元）。我们已经通知了行政董事
会，希腊目前处于违约，并且只有在清

除违约后才能获得IMF的融资。”
他还表示，IMF已经收到了希腊要

求将到期贷款延期的请求，这会被交由
IMF执行董事会，由其予以考虑。

希腊政府1日表示，希腊向债权人

提出了一份解决债务问题的新建议。
希腊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希腊提出的
新建议对债权人的协议内容进行了一
系列修正，“关于希腊已经接受债权人
全部建议的说法没有根据”。

齐普拉斯提出的修正建议主要包
括：维持希腊岛屿享受的增值税减免待
遇，2016年和2017年分别裁减2亿欧
元和4亿欧元的国防开支，从2015年
秋天开始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

希腊成IMF史上首个违约发达经济体
齐普拉斯提出解决债务问题新建议

新华社布鲁塞尔 6 月 30 日电
（记者赵小娜）德国统计网站Statis-
ta6月30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多
数欧洲人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

在希腊最大的欧元区债权国德
国，过半数受访者希望希腊脱离欧
元区，只有不到三成的德国人愿意
继续挽留希腊在欧元区内，其余受
访者表示对希腊去留并不关心。

在丹麦和芬兰，希望希腊退出
欧元区的人数比希望其留在欧元区
的人数多了将近一倍。在挪威、英
国和瑞典，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
者表示愿意希腊退出欧元区，但有
更高比例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个问题
漠不关心。

数据显示，在受访的七个欧洲
国家中，只有法国人更倾向于挽留
希腊留在欧元区，占该国受访者比
例的33％。但该数据与选择甩掉希
腊包袱的比例非常接近，二者只相
差一个百分点。

这项调查并不局限于欧元区国
家，但没有包括意大利、葡萄牙和西
班牙等与希腊“同病相怜”的国家。

多数欧洲人希望
希腊退出欧元区

据新华社雅典 7月 1日电 （记
者陈占杰 刘咏秋）在希腊即将就
债务危机协议草案举行全民公决之
际，当地媒体7月1日发布的一份民
意调查显示，多数希腊人将在拟于5
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否决该草案。

希腊《编辑报》委托从事民意调
查的“专业数据公司”所做的调查显
示，受访者中46％的人将在全民公
决中拒绝债权人的协议草案，37％
的人将支持该草案。

这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6月27
日提议举行全民公决后，希腊媒体做
的首次民意调查。在齐普拉斯提议
举行全民公决前，希腊《论坛报》发表
的调查显示，47.2％的人支持与债权
人达成协议，而33％的人表示反对。

最新调查还显示，6 月 29 日希
腊银行停业后，准备拒绝债权人协
议草案的人数有所下降。此前，有
57％的希腊民众称他们准备否决这
一草案，而支持者比例为30％。此
外，有 86％的受访者称他们将在 5
日的全民公决中投票，50％的受访
者支持齐普拉斯举行全民公决的提
议，38％的人反对全民公决。

多数希腊人
将对草案说“不”

民调显示 希腊副总理德拉加萨基斯6月30日晚表示，希腊将更新早些时候提出的解决债务问题协议草案，并提交拟于7月1日
再次召开的欧元区财长会议。

分析人士认为，希腊债务技术性违约已无悬念，希腊和国际债权人目前尚未达成妥协方案。如果希腊违约并导致其
退出欧元区，欧元区将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将遭受冲击。

看点一 看点二 看点三 看点四 看点五 看点六

6月30日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议会大厦外，一名支持援助计划的抗议者挥舞着欧盟旗帜。 新华社/法新

希腊若退欧 谁会最受伤？

希腊与欧盟间的角力仍在继续，
“谁先眨眼”的游戏尚未分出“输赢”，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先作出让步。

德拉加萨基斯6月30日晚表示，
希腊已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希腊
更多时间偿还当天到期的约16亿欧
元贷款。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
说，希腊当天不会偿还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到期贷款，但仍希望与债权人
达成协议。

面对严峻形势，希腊已开始资本

管制，并定于7月5日就债权人提出的
救助协议草案举行全民公决。如果希
腊违约并最终“退欧”，对欧洲债权人
而言，数千亿欧元的贷款将无法收回。

从希腊债务构成看，欧盟债务约
占60％。在迄今借给希腊的3210亿
欧元救助资金中，约800亿欧元来自
德国。德国联邦议员、绿党金融政策
发言人格哈德·史克说，一旦希腊退出

欧元区，德国将为此蒙受至少700亿
欧元损失。

尽管德国损失金额较高，但欧元
区其他一些成员国将遭受更严重的影
响。有媒体对因违约损失与经济总量
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德国经济受损程
度在欧元区国家中只排名第七，经济
实力不那么雄厚的斯洛文尼亚、马耳
他、西班牙、意大利则“伤”得更重。

欧盟此前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
策虽已筑起防范希腊风险外溢的防火
墙，但希腊的退出仍将破坏欧元区的
完整性，动摇欧元地位。欧元区完整
性一旦遭破坏，金融市场或出现动荡。

目前，欧元区经济虽有回暖迹象，
但由于投资和消费不振，复苏乏力。
希腊一旦退出欧元区将严重削弱投资
者和消费者信心，为提振经济而采取
的一系列措施效果会大打折扣，欧元
区再度陷入衰退的风险也在加大。

欧元区经济会受伤

欧盟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拉泽·
卡梅伦说，希腊“退欧”最严重的影响
不在于对西班牙、意大利等某一国家
带来的经济冲击，而是欧洲一体化进
程受挫给各方造成的强烈心理冲击，
可能加剧欧洲国家的分裂。

目前，欧元区其他成员国民众对希
腊“退欧”反应不一，多数纳税人不愿意
继续拿钱填补希腊的“无底洞”，多个国
家的领导层面临严峻的国内压力。

再有，希腊破产并退出欧元区，将削
弱欧盟的政治向心力，助长“疑欧”和“反
欧”思潮在欧洲大陆持续发酵。去年欧
洲议会选举过程中，反欧盟、反移民、反

欧元的政党已经在欧洲政坛异军突起。
英国前财政大臣拉蒙特日前发文

警告说，在欧盟当下的版图上，民意严
重不满的现象激增。如果迫使希腊脱
离欧元区甚至欧盟，将产生严重的政
治和经济后果。

欧洲一体化进程会受挫

如果希腊债务违约甚至退出欧元
区，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继续执行欧
盟和北约的安全政策将被画上问号。
专家认为，希腊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
意义，如果失去希腊支持，欧盟在非法
移民和对俄政策上恐将受影响。

希腊是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重要

门户之一。希腊海岸警卫队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有1.34万名非法
移民进入希腊，是去年同期的3倍。
希腊政府估计，今年进入希腊的非法
移民数可能达到10万。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在打击和安置
非法移民问题上，欧盟对希腊有所倚重。
如果希腊退欧，欧盟遭受的非法移民困扰
可能会更加严重，处理难度可能会加大。

此外，希腊是北约成员国。北约资

料显示，希腊2015年的军费开支占
GDP比例在成员国中排名第二，在安全
领域中占重要地位。如果希腊退欧，欧
盟或将因“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土崩瓦
解。而美国对希腊债务问题的关心，很大
程度上是源于对希腊投向俄罗斯的担心。

（据新华社电）

欧盟政策实施或受累

7月1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65公
里处的蒙古国武装力量综合训练中心，蒙古国仪
仗队在“可汗探索－2015”维和军演闭幕式上接
受检阅。

“可汗探索－2015”多国维和军事演习7月1
日在蒙古国武装力量综合训练中心举行闭幕仪
式，中国首次派兵参加军演。本次军演于6月20
日开始，来自蒙古国、美国、中国、印度等23个国
家的1200多名军人参加，内容包括实兵演练、室
内推演、工程支援和医疗救助等。 新华社发

“可汗探索－2015”
多国维和军演在蒙古国闭幕

中国首次派兵参加

据新华社维也纳6月30日电（记者刘向）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30日表示，伊核问题
全面协议谈判的截止日期将会延长至7月7日，
为谈判“创造更多时间”。

此消息是哈夫在自己的推特上发布的。她
说，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已经同意延期。

按照时间表，6月30日是达成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的最后期限，但由于谈判的复杂性，很难在此
限期内如期解决问题。对此，参加谈判的各方代
表对外公开表示，谈判应该会短暂延长几天。

伊核全面协议谈判
截止期延至7月7日

这是6月30日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
棉兰拍摄的坠机现场。

据外电报道，印度尼西亚警方7月1日说，6
月30日发生在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市的军用
运输机坠机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41人。

新华社/法新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6月30日宣布，由于乌
克兰与俄罗斯方面未能就天然气价格达成协议，乌
克兰自7月1日起将暂停从俄罗斯购气。不过，这
不会影响俄罗斯经由乌克兰向欧洲国家输气。

乌克兰、俄罗斯和欧盟当天在奥地利举行三
方会谈，讨论乌克兰第三季度天然气价格。乌方
在会谈后宣布，由于俄方提供的价格未能让其满
意，乌方决定从7月起不再从俄方购气，直至双方
谈妥新价格。 张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价格谈不拢
乌暂停从俄购气

印尼军机坠机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141人

但美对古贸易禁运仍未解除

首先，希腊将
无法再获得 IMF
贷款。根据 IMF
相关规定，只要欠
款国家未还清贷
款，那么该国将无
权继续从 IMF处
获得融资。其次，
如果在两年后希腊
仍未能偿还这笔债
务，则有可能被剥
夺IMF成员资格。

不过，IMF贷
款不同于金融市场
融资，对IMF违约
不会像美国贝尔斯
登、雷曼兄弟破产
那样，对全球金融
链条产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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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希腊债务危
机不太可能引发全球金融
市场的“海啸”，短期看市场
会有波动调整，但冲击在市
场可承受范围之内。

6月 30日，纽约股市
三大股指全线收涨，欧洲
主要股市普遍收跌，欧元
对美元汇率下跌近0.8％。

多家投行认为，希腊债
务问题由来已久，市场、银
行以及整个金融系统对此
已有准备，抵御系统性风险
的能力有所增强。高盛特
别指出，由于欧元区银行流
动性充足，加上对希腊的直
接风险敞口已经大大降低，
希腊债务危机通过银行蔓
延的风险很低。

金
融
市
场
反
应

国际债权人6月25日提出
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协议草案，
计划将6月30日到期的希腊救
助协议再延长5个月至11月底。
其间，希腊可获得四笔共155亿
欧元贷款。但前提条件是，希腊
继续在债权人的“监管”之下，实施
一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

这一协议草案遭到希腊政
府的拒绝。分析人士认为，如
果希腊公投结果为“赞成”，希腊
政府需接受债权人的提议。希
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如果大
多数希腊民众赞成协议草案，
他将辞职以便为新的选举或成
立民族团结政府铺路。而如果
希腊公投结果为“反对”，且债权
人拒绝发放进一步的援助，希
腊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退欧。

希
腊
公
投

齐普拉斯
6月30日建议，
与欧洲稳定机
制（ESM）达成
为期两年、总额
300 亿欧元的
协议，其中包括
满足希腊财政
需求、重组债
务、延长现有救
助协议等内容。

欧元区财
长当晚举行电
话会议讨论了
这一建议，但没
有取得具体成
果。未来谈判
进展情况值得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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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债务危机更为关
键的一个时间节点是7月
20日。届时，欧洲央行持有
的35亿欧元希腊国债将到
期。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
个高风险事件，违约将导致
欧洲央行切断紧急流动性
援助资金，这也可能成为希
腊退出欧元区的第一步。

巴克莱经济分析师迈克
尔·加蓬称，与6月底偿付
IMF15亿欧元贷款相比，希
腊在7月20日为欧洲央行所
持债券支付35亿欧元款项，
看起来可能性更低。如果没
有达成协议，希腊可能沦落
到实质退出欧元区的局面，
届时违约及资本管制将难
以摆脱。

目前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
空前加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
一标准普尔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
的可能性已经达到50％。

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欧洲
媒体的公开报道，目前欧元区和
欧盟的法律条文当中，并无“开除
某一国家”的选项，除非其自愿退
出。希腊不愿退欧，理由很简单，
因为一旦退欧，希腊经济和社会
至少在短期内将付出沉重代价。
雅典工商会主席康斯坦丁诺斯·
米哈洛斯警告说，希腊重回自己
的老货币德拉克马会让希腊人在
一天之内损失40％的购买力，几
周之内损失的购买力可能会达到
60％至70％。

这样看来，很有可能出现
违约而不退欧的情况。

是
否
退
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