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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署19日发布报告，显
示全球流离失所人数2018年达7080
万，创近70年来新高，其中大多数栖
身发展中国家，而非西方发达国家。

联合国难民署当天发布关联流
离失所人员数量及境况的年度报
告。报告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
连续7年增加，比10年前增加65%；
而且，2018年数字趋向于“保守”，缘
由是 2015 年以来从委内瑞拉逃往
哥伦比亚、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国的
400万人中，大部分不需要签证或向
栖身国提出庇护申请，因而没有计
入2018年总数。

报告显示，全球流离失所群体中
2018年一半是儿童，2590万人是难
民，4130万人离开自己的祖国；人口
外流最多的国家是叙利亚，其次是委
内瑞拉；难民中超过三分之二来自叙
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缅甸和索马里；
造成流离失所的情形中，五分之四是
老问题，如持续8年的叙利亚危机导
致大约1300万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
波·格兰迪在记者会上说：“大多数难
民实际身处战争发生地的邻国。不幸

的是，这意味着难民主要栖身于贫穷
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那是危机所
在地，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就美国面临的移民潮，格兰迪说，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移民
有权申请庇护，美国理应为这些人举

行移民听证会，不应把孩子与他们的
父母分离。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帮助墨
西哥加强应对庇护申请者的能力，随
时准备帮助美国应对移民问题。

难民署报告显示，美国是2018年
全球收到庇护申请最多的国家，收到

25.4万份申请。不过，格兰迪说，美国
积压了超过70万份待处理申请。

格兰迪在记者会上说，将难民和
移民视作对栖身国就业岗位和安全的
威胁是“破坏性”做法。

他说，难民和移民问题在欧洲已

经严重政治化，一些政府“害怕”承诺
接收从利比亚或其他冲突地区逃离
后在海上获救的人。“现在欧洲（议
会）选举已经结束，我呼吁停止这种
选举焦虑。坦率地说，抵达欧洲的人
数可控。” 王雪梅（新华社微特稿）

全球流离失所人数超7千万创近70年新高

法德分歧愈发明显

多个欧盟机构
领导职位恐“难产”

多名欧洲联盟官员说，鉴于法国和德国就人
事调整有分歧，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不大可能在本
周召开的峰会期间确定多个欧盟机构领导职位的
继任人选。

欧洲议会选举尘埃落定，多个欧盟机构领导
职位有待换届，分别是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中央
银行行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欧
洲理事会主席。28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同意
本月20日至21日开会期间确定上述职位的继任
人选，交由欧洲议会表决确认。新一届欧洲议会
定于7月2日首次开会。

就欧委会主席人选，法国和德国分歧愈发明
显：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表明支持德国人曼弗
雷德·韦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不予认
可。同样，围绕欧洲央行行长人选，德法两国同样
有不同意见。这样的局面导致这些职位的继任人
选短期内恐怕难以确定。

“马克龙需要创设一种情境，让（默克尔）能够
放弃（支持）韦伯，”一名欧盟外交官说，“但他的做
法完全相反，正在把她逼到墙角。”

按多名欧盟官员的说法，马克龙不仅公开批
评韦伯，还“鼓动”多次表明对这一职位不感兴趣
的默克尔接任欧委会主席，让德国方面颇为恼火。

另一名欧盟人士说，本周峰会期间就人事调
整“不会有任何决定”。

路透社报道，如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本周无
法就欧委会主席人选达成一致，后续可能需要多
轮峰会磋商。如果人事任命会商拖延，欧盟将面
临僵局，无法就关键政策作决策。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6月19日电 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日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2.25%
至2.5%不变，并表示美国经济面临
的不确定性增加，将采取适当措施
以保证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美联储当天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

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5月以来的
信息显示，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强劲，经
济活动平稳扩张，家庭消费增速较今
年早些时候有所提升，但企业固定投
资增速仍然疲软。同时，最近12个月
美国整体通胀率和剔除能源和食品价
格后的核心通胀率均低于2%。

声明指出，美国经济前景面临
的不确定性增加。由于这些不确定
性和温和的通胀压力，美联储将采
取适当措施，以保证美国经济持续
扩张、就业市场强劲增长以及通胀
水平处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季度经济预

测显示，今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中
值为2.4%，与3月公布的预期中值
一致。同时，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
长预期中值分别为2.1%和2%。

美联储声明还说，在确定未来
利率调整的时机和幅度时，美联储
将对照充分就业和对称性的2%通

胀率这两个目标评估现有和预期经
济状况，并考虑就业市场状况、通胀
压力和通胀预期指标、金融市场和
国际经济等一系列因素。

美联储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2.25%至2.5%。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释放“鸽派”信号为降息敞开大门

这是6月20日在法国巴黎航展上拍摄的由
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和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
车公司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全尺寸模型。

正在法国举行的第53届巴黎—布尔歇国际
航空航天展览会（巴黎航展）上，欧洲两家飞机制
造商携其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全尺寸模型亮
相，并表示这款战斗机将在2026年首飞，2040
年正式服役。这款战斗机主要由法国达索飞机制
造公司和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负责研
制，并获得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政府支持。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欧洲一款第六代战斗机
预计2026年首飞

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 19日宣布
维持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不变，同
时释放更多“鸽派”
信号，被市场解读
为美联储或将在短
期内降息。

分析人士认
为，在经贸争端持
续、美国经济增速
放缓和全球多家央
行降息的背景下，
美联储为降息敞开
了大门，但最终是
否会在短期内降息
主要取决于经贸争
端走向和美国第二
季度经济表现。

美联储当天在结束为期两天的
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美国经
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将采取适当
措施，以保证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同时，在5名美联储理事和12

名地方联储行长中，有7人预计到今
年年底美联储将降息50个基点，另
有1人预计将降息25个基点。

此外，参与本次利率决策的美联
储官员中，倾向宽松的圣路易斯联邦

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投票反
对维持利率不变，被市场视为“鸽派”
官员趋于活跃的信号。

美联储释放的宽松信号回应了
近期美国资本市场的期待，推动19
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上扬。美
国北方信托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尔·

坦嫩鲍姆表示，市场已经做好7月份
降息的准备。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新预测显示，
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7月降息25个
基点的概率约为70%，降息50个基点
的概率约为30%。这意味着当前市场
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已经非常强烈。

美联储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将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2.25%至 2.5%，态度持续转向“鸽
派”。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转向宽
松政策主要是受经贸争端持续、美国
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一些主要央行
降息三重因素影响。

自近期经贸争端升级以来，美国

资本市场出现多轮剧烈震荡，降息呼
声日趋高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月
初表示，美联储正密切关注当前贸易
局势发展及其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
响，并将采取适当措施支持经济增长。

摩根士丹利日前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若经贸争端进一步恶化并将
美国经济推向衰退，美联储可能在

2020年春季前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
水平。

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通胀上
升乏力也是促使美联储转向宽松政
策的重要因素。亚特兰大联邦储备
银行日前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今年
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将增
长 2%，显著低于今年第一季度的
3.1%。美国通胀率长期低于美联储
的通胀目标也强化了降息预期。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澳
大利亚、印度等多国央行已转入降息
通道，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不少央行
纷纷释放宽松信号。有市场人士认
为，这将进一步促使美联储降息。

贝莱德投资集团经济学家里克·
里德认为，当前全球都处在降息周期
中，如果美联储不为降息敞开大门，
美元就会升值，这并不是美联储所乐
见的。

尽管美联储释放了“鸽派”信号，
但有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最终是否
会在短期内降息主要取决于贸易紧
张局势前景和美国经济表现。

有分析师指出，美联储并没有承

诺7月降息，也没有提及对经贸摩擦
前景的看法，只是为降息敞开了大
门，这是合理的。

道明证券利率策略师根纳季·戈
德伯格认为，由于近期美国经济数据

和经贸争端走向缺乏确定性，美联储
有必要等待新的信息。

美联储将于7月底召开货币政
策例会。在此之前，美联储将密切关
注贸易紧张局势发展，以及第二季度
经济增速、6月份失业率等多项最新
经济数据。

美联储前理事、哥伦比亚大学经
济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认为，
美联储应该保持小心谨慎，现在不是
降息的好时机。美国经济的很多下
行风险来自政治层面，难以预测，因
此美联储应该继续等待。

(新华社华盛顿6月19日电)

6月19日，在叙利亚霍姆斯省，从鲁克班难民营离开的难民抵达人道主义通道。 新华社发（阿马尔摄）

宽松信号回应市场期待

三重因素促使政策转向

两大因素决定降息与否

伊朗称击落一架
美制“全球鹰”无人机

新华社德黑兰6月20日电 据伊朗官方媒体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
美制RQ-4“全球鹰”无人机。

伊通社报道说，这架无人机属于美军，当时已
入侵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霍尔木兹省穆
巴拉克山区领空，革命卫队随后将无人机击落。

伊通社还发布了一张据称无人机被击落的
照片，不过画面模糊，能辨认出一架飞行器正燃
烧、坠落。

RQ-4“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思罗普-格
鲁曼公司研制的一型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滞
空时间长达30小时，可执行多样化侦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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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关于加大消
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的要求，积极建
立公众教育服务工作长效机制，交通银
行海南省分行精心安排、统一部署、有
序推进，积极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
行”“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系
列活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个人信息
保护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支
付安全宣传、抵制非法集资宣传、理财
知识宣传等，帮助消费者运用正当途径
守护好自身的“钱袋子”。

据了解，从 6月开始，该行各网点
统一启动了宣传活动。一方面，在厅
堂内外设立摆台，向客户及过往路人
分发宣传折页，并充分利用网点“公众
教育区”、厅堂多媒体播放器、海报机、

门口LED等形式，向办理业务的银行
消费者开展支付安全以及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等金融知识的普及宣传。另一
方面，采取不同形式设立了“金融知
识”宣讲咨询台，从不同层面对银行
金融知识进行宣传，为等待办理业务
的客户提供金融知识讲解服务，让排
队办理业务的客户在闲暇之余接受
金融知识教育。此外，该行为了扩大
宣传深度和广度，深入商圈、企业、社
区、乡村，开展户外宣传活动。秀英
支行、海府支行、金牛岭支行、琼海支
行、大同支行积极在辖区社区中开展
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文昌支行、分
行营业部进入乡村开展宣传活动，取
得良好反响。

为了让金融知识能被广大金融消
费者更快、更好地接受，该行积极拓宽
宣传思路，创新宣传渠道。多名员工创
作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支付安全宣
传、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等主题漫画，并
通过“交通海南省分行”微信公众号扩
大宣传面。

据悉，接下来该行将进一步加大宣
传力度，加强对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深入
调研，按照客户类型对客户进行分类，广
泛了解不同金融消费者对不同金融知识
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金融知识普及的
宣传工作方案，推动公众金融知识普及
工作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坚持不懈向社
会大众普及金融知识，不断提升社会公
众金融素养。

普及金融知识，交行在行动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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