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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近年来，债务上限日益成为国会两党政治
博弈的重要筹码。几乎每隔几年，两党都要上
演一场挑动全球市场神经的政治“闹剧”，个别
政客甚至不惜代价将美国推向债务违约的“悬
崖边缘”以捞取政治资本。美国新墨西哥州民
主党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说，对于债务上限沦
为党争工具，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是多么荒谬。

虽然两党常在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前达成
协议，但债务上限危机的频频上演折射出美国
政治极化加剧、社会共识难求、治理体系失灵、
政治信用透支的严重弊端。这不仅成为美国经
济增长和资本市场波动的重要风险源，其外溢
效应也通过美债、美元和金融市场扩散到全球，
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2011年8月的债务上限违约危机是美国
迄今距离“技术性”违约最近的一次，曾造成资
本市场剧烈波动，导致美国历史上首次遭遇主
权信用降级。当时美国短期国债遭到抛售而
导致利率飙升，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回调，消费
者信心受挫，经济增长受到拖累。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也被迫为其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
债券支付更高利息。

如果美债真正违约后果将更为严重，经济
学家普遍认为将会造成“经济灾难”。美国财
政部长耶伦警告，美债违约可能引发利率飙
升、股价急剧下跌和其他金融动荡，美国经济
将重回衰退。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劳斯
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尚未从新冠疫情中完全复
苏，美债违约一旦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会
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糟糕。

长期来看，美国债务上限危机也将严重透
支美国政治信用、削弱美国国债信誉和美元储
备货币地位。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顾问阿
马杜·西表示，这为金砖国家、非洲国家要求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进行治理改革提供了更多理由。一些经济体
也将考虑推动外汇储备资产构成多元化，逐步
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

陈凤英认为，美国两党自恃美元霸权优
势，制定政策时少有国际协调沟通，美债危机
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美国债市、股市、楼市和美
元汇率波动震荡，进而传导到全球市场，增大
全球投资、贸易等多领域风险和波动，不利于
世界经济复苏。

她表示，对于美债危机造成的挑战，各国
应继续紧盯美国经济和政策走向，及时优化投
资组合和外汇储备组合，尽可能抵御风险。此
外，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也十分重要，重要经济
体宏观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时，应当经常协调和
通报。尤其是美国政策的透明度需要进一步
提高，决策应当更加负责。

（新华社华盛顿10月 8日电 记者高攀
熊茂伶 许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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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通过一项短期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
暂时避免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但这一权宜之计并未真正解决民主、共和
两党在债务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将债务上限危机拖延到12月。美国政客
频频上演此类“闹剧”，折射出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治理体系失灵的政治弊
端，其外溢风险将波及到全球，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根据美国参议院7日通过的短期法案，国
会将暂时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约4800亿美
元，确保美国财政部可履行支付义务至12月3
日。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特尼·霍耶称，众议
院将于下周投票通过这项法案。白宫表示，总
统拜登期待尽快签署该法案。

这一“权宜之计”并未真正消除两党僵持
的根源。出于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等因素考量，
民主党希望通过常规程序立法与共和党共同
提高债务上限，不愿单独背负增加政府债务的
政治压力。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8
日致信拜登，明确表示共和党未来不会再次帮
助民主党提高债务上限，民主党只能利用预算
调节程序独自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可以预见，
两党12月可能还将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角力，
联邦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又将上升。

所谓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
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

额度，通俗的讲，可理解为美国财政部的“信用
卡额度”。在债务上限之内，财政部可自行掌
握发债节奏；触及上限后，财政部需国会调高

“信用卡额度”或暂时取消“信用卡额度”限制
后才能继续发债。

这一机制旨在定期检视政府开支状况，但
事易时移，已难实现强化财政纪律、控制债务增
长的初衷。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债务上限尚不到3万亿
美元，如今债务规模已突破28万亿美元大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告
诉新华社记者，目前只是推迟而未根本解决美
债上限问题。美国债务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
次债危机以来就一直存在。如果美国经济实现
高增长，债务问题或可缓解，但美国经济高增长
不可持续，美国债务问题已成为常态，新冠疫情
等因素又加剧了美国债务困境。美国经济已高
度债务化，如滚雪球一般无法根除。

10月8日，救援人员在格鲁吉亚西部城市巴统的楼房垮塌事故现场搜救
被困者。

格鲁吉亚内政部9日说，格西部城市巴统8日发生的楼房垮塌事故已导
致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格鲁吉亚政府宣布11日
为国家哀悼日，全国将降半旗致哀。 新华社发

格鲁吉亚一楼房垮塌至少8人死亡

新华社日内瓦10月8日电 10月8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通过
中国提交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享有人
权的负面影响”的决议。决议指出，各种
形式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包括经济剥
削、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系统性种
族主义、侵犯土著人权利、当代形式奴
役、破坏文化遗产等，均对人权造成负面
影响，强调消除任何形式殖民主义和解
决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人权负面影响的
重要性。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大

使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世界范围内
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仍在影响
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对人权享有造成严
重负面影响。人权理事会作为负责促进
和保护人权的联合国机构，有必要对此
予以关注并进行讨论。殖民主义导致种
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心理和相关不容
忍行为。殖民背景下土著人人权受到侵
犯，各国应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土著
人，特别是土著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和安
全，恢复真相和正义，追究侵犯人权肇事
者责任。

俄罗斯、巴基斯坦、菲律宾、厄立特里
亚、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等国代表发
言赞赏中国提交决议草案，指出殖民主义
否认基本人权，违反《联合国宪章》，阻碍
世界和平与发展，人权理事会应就殖民主
义遗留问题开展工作。俄罗斯指出，时至
今日，仍有国家深受殖民主义之害，其资
源被剥削，导致国家间不平等进一步加
剧。巴基斯坦表示，决议草案回应了时代
呼声；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使大量民众陷
入困境，无法过上体面生活；巴方支持受
殖民压迫的人民通过合法努力获得自由、

正义与尊严。玻利维亚表示，殖民主义对
土著人民的身份认知、土地、语言文化传
承等造成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应继续推进
非殖民化工作，维护公平正义。

菲律宾表示，不平等、种族歧视、土著
人权利受侵害等问题根源在于殖民主义，
这一点在人权机构讨论中被长期忽视；菲
曾遭到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深知根
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促进和保护人权
的重要性；决议的通过将为受殖民压迫的
人民提供一个讨论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
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交的
关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决议

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
奇·麦康奈尔8日致信总统约瑟夫·
拜登，表明不会再帮民主党调高联邦
政府债务上限。

麦康奈尔说，做出这一决定的原
因有两方面，一是他本就反对民主党
大幅扩张财政，二是参议院民主党领
袖查克·舒默在参议院“怪诞表演”。

麦康奈尔所指事件发生于 7
日。当天，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打
破持续数月的僵局，通过一项短期
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暂
时将债务上限调高约4800亿美元，
确保财政部可履行支付义务至 12
月3日。

据美联社报道，舒默当时称赞
民主党人克服了“共和党制造的危
机”，虽然遭麦康奈尔及其同僚阻
挠，仍团结一心“把国家从悬崖边缘
拉回”。

麦康奈尔在致拜登信中猛批舒
默：“参议员舒默咆哮起来，言辞充满
党派色彩、愤怒且伤人，连民主党参
议员都明显陷入尴尬并为他感到难
堪。”他说，舒默做法凸显其“无能”与

“幼稚”，只会进一步疏远那些帮助通
过短期法案的共和党人。

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公开批评麦
康奈尔就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一
事“过快”向民主党妥协，认为拜登政
府推动的大规模财政扩张有损美国
经济。

麦康奈尔表态不再合作，美国财
政部12月如何继续履行支付义务再
次引发担忧。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
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支付义务而
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
意味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联邦政
府债务上限在暂停两年后于今年8
月1日恢复生效。财政部长珍妮特·
耶伦9月底表示，财政部为筹集联邦
政府运转资金而启动的非常规手段
预计在10月18日用尽举债空间。

分析人士指出，避免债务违约仍
是民主、共和两党博弈底线，两党对
提高债务上限方式存在较大分歧。
民主党不愿单独背负增加政府债务
的政治压力，希望通过常规程序立法
与共和党共同提高债务上限。而共
和党不满民主党大幅扩张财政和提
议加税，要求民主党利用预算调节程
序自行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称

不再帮民主党调高
联邦政府债务上限

延伸阅读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延后

政治弊端风险外溢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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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坦桑尼亚卫生部长瓜吉马在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国际机场举
行的新冠疫苗欢迎仪式上致辞。

中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向坦桑尼亚捐赠的两批国药集团新冠疫苗
分别于4日和8日运抵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政府8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
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发

两批中国新冠疫苗运抵坦桑尼亚

新华社华盛顿10月8日电 美国
国务院8日说，美方官员将与阿富汗塔
利班高级代表于9日至10日在卡塔尔
首都多哈举行会晤。这是自美军撤出
阿富汗后美方与塔利班的首次会晤。

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当天对媒体称，此次会晤是美国与
塔利班在涉及美方重要国家利益问
题上进行务实接触的延续，不是为了
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

美方与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将在多哈举行会晤

新华社莫斯科10月8日电（记
者李奥）俄罗斯外交部8日表示，俄
方已要求美方取消驻俄使馆3名涉
嫌盗窃的人员外交豁免权。

俄罗斯媒体8日援引俄外交部
的消息报道，俄方已向美国大使馆发
出照会，要求取消美国使馆3名工作
人员的外交豁免权以追究他们的刑
事责任。这3人涉嫌盗窃一名俄罗

斯公民的财物。
俄外交部表示，如果美方拒绝俄

方有关取消外交豁免权的要求，这3
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必须立即离开
俄罗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天在回复
新华社记者就上述事件的询问时表
示，美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并正与俄政
府处理相关事项。

俄罗斯要求取消美驻俄使馆
3名涉嫌盗窃的人员外交豁免权

印度政府10月8日宣布，印度塔塔父子公司将正式收购印度航空公司，
此举将完成印度航空从国有企业回归私有化的进程。

这是2020年3月2日，印度航空飞机停在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
机场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印度政府宣布塔塔父子公司将收购印度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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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国会听
证会上敦促解决债务上限问题。新华社发

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首
任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9日
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88岁。

巴尼萨德尔1933年 3月 22日
出生于伊朗哈马丹省一座村庄，父亲
是一名神职人员。他后来成为自由
派人士，曾因反对巴列维国王统治入
狱，1963年逃亡到巴黎。

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精神
领袖鲁霍拉·霍梅尼流亡到巴黎时，
巴尼萨德尔为他提供了帮助，成为他
的亲密朋友和顾问。1979年2月伊

斯兰革命胜利，霍梅尼返回伊朗，巴
尼萨德尔乘坐同一架飞机回国，后来
担任伊朗经济和外交部长。

1980年 1月，在已成为伊朗最
高领袖的霍梅尼支持下，巴尼萨德尔
当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

1981年 6月，保守派在霍梅尼
同意下把巴尼萨德尔赶下台。一个
月后，他乔装登上一架飞往法国的飞
机，后申请法国政治庇护，在巴黎郊
外的凡尔赛度过余生。

郜婕（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首任总统在巴黎去世

据新华社哈拉雷 10月 9日电
（记者张玉亮）据中国驻津巴布韦大
使馆消息，津巴布韦一家中资民营冶
炼企业7日晚发生氧气瓶爆炸事故，
造成6名中国籍员工及2名津籍员
工死亡，另有1名中国籍员工重伤。
目前，涉事企业已停产，正配合津警
方调查事故原因。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8日发
布声明说，使馆与津警方及政府相关

部门密切沟通，请津方全力协助救治
受伤人员，深入开展事故原因调查。
相关工作得到津方密切配合。

声明说，使馆正积极协助企业做
好善后工作，并已协调中国援津医疗
队全面参与伤员救治，目前受伤人员
情况较为稳定。

声明说，使馆对人员在本次事故
中遇难深感悲痛，对他们的家属及受
伤人员表示慰问。

津巴布韦一中资民企发生爆炸事故致8死1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