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担心会错失绿色转型的良
机。”意大利环境经济学教授安德里
亚·扎蒂说起欧盟应对能源短缺的政
策忧心忡忡。原本希望目前的能源
困境能成为欧盟卫生和环境政策发
生重大变化的催化剂，但现在治标不
治本的决策令他失望。扎蒂说，选择
其他化石燃料供应国替代俄罗斯，会
导致向可持续能源过渡进程被大大
推迟。

无论是经济复苏，还是能源自主，
欧盟都开出了“绿色转型”的药方。然
而从短期应对措施来看，与目标背道
而驰。

近期，欧盟决定扩大从美国进口
液化天然气，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区
物色更多潜在能源替代供应方。分析
人士指出，欧盟此举不能真正实现能
源战略自主，只是从依赖俄罗斯转向
被美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捆绑。

大量购置液化天然气船只和建设
相关基础设施，签订长期购气合同将
会挤占欧盟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
源，增加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等。马
耳他一家环保组织负责人阿斯特丽
德·维拉说，对俄制裁令欧盟对化石能
源的依赖不减反增，是一种“倒退”，对
环保组织而言更是一种“挫败”。

（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21日电 记者
康逸）

新华社莫斯科5月20日电（记者
赵冰）据塔斯社消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股份公司（俄气）20日宣布，因芬兰国有
能源公司加苏姆公司拖欠4月天然气

款，俄方将自21日起暂停向芬兰供气。
加苏姆公司20日表示，将从其他

来源向其客户供应天然气，该公司燃气
管网区域的加气站继续正常运行。此

前该公司拒绝按俄方要求用卢布支付
俄方天然气款。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31日签
署的总统令，4月1日起，俄方向“不友

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将改用卢
布结算。

据芬兰能源署介绍，目前芬兰使用
的大部分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

俄气宣布暂停向芬兰供应天然气

扬汤止沸殃池鱼
——欧洲难咽能源危机苦果

俄乌冲突升级
已近三个月，欧洲
社会在能源危机中
越陷越深，欧洲企
业和民众人心惶
惶。一边是至少短
期难以摆脱的对俄
能源依赖，一边是
对俄制裁引起的反
噬，欧盟处境愈发
窘迫，其应对措施
也无异于扬汤止
沸，却让美国政府
及能源企业坐收渔
翁之利。

地处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小城
茨维瑟尔因盛产玻璃制品闻名于世。作
为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能源密
集型企业，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当地玻
璃生产商苦不堪言。负责供应链部门的
安德烈亚斯·法思说：“我们的能源成本
增加了大概5倍。如果不大幅提高售
价，我们就无法生存。”

这家高能耗德国企业面临的困境，
是整个欧盟能源现状的写照。现阶段，
俄罗斯是欧盟最大天然气和原油供应
国，欧盟进口天然气中约40%、进口原
油中约30%来自俄罗斯。另据欧洲智
库布吕格尔数据显示，欧盟当前每天从
俄罗斯进口价值约4.5亿美元的石油和
4亿美元的天然气。

欧盟委员会方面建议，欧盟年底前
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减少三分之
二，在2027年前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化石
燃料的依赖。然而欧盟内部对此一直存
在分歧，对俄能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
态度十分审慎。多国表示不能“匆忙行
事”，能源开关不可能“一夜之间关上”。

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
斯警告说，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可能带
来比乌克兰危机“更大的伤害”。

能源供应无法“说关就关”

随着近期燃油价格飞涨，法国东
部一家运输公司的负责人西里尔·皮
奥拉烦恼不已。公司有11辆卡车，每
辆每周消耗约1000升柴油，过去两个
月的燃油费用比去年同期多了1.7万
欧元。

如今燃油已经贵如奢侈品，和皮
奥拉有同样境遇的企业和民众不在少
数。受对俄制裁影响，能源价格暴涨
正渗透到方方面面。数据显示，4月欧
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8%，推升当
月通胀率达7.5%，连续6个月创历史
新高。

对欧洲经济部门而言，不仅要承
受通胀压力，还面临着日趋严峻的产
业链供应链问题。德国钢铁行业协会
警告说，如果没有来自俄罗斯的能源，
德国钢铁生产将陷入停顿，这将导致
建筑业、金属和电气、汽车工业等出现
严重问题。

法国《回声报》近期发布的中小
企业调查显示，一半的受访企业表示
能源价格上涨是目前最主要的困难，
近九成企业表示利润空间会下降，近
五分之一担心经营活动难以维持，超
过一半的企业认为危机短时间内不

会结束。
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持

续，对俄大规模制裁的反噬作用又
雪上加霜。据欧盟统计局公布最新
数据，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
这加剧了市场对第二季度经济出现
萎缩的担忧。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指出，在该组
织覆盖的地区中，欧洲经济受俄乌
冲突的冲击最严重。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近期将 2022 年欧元区
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1.1 个百分点至
2.8%。

对俄制裁反噬经济增长

危机应对政策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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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乌克兰局势

观 天下

新华社首尔5月21日电（记者
陆睿 孙一然）韩国总统尹锡悦21日
与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在首尔举行首
脑会谈。当天，来自韩国各地的多个
市民团体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抗
议美国试图借强化韩美同盟激化东北
亚紧张局势。

韩国总统府在会谈后发布韩美领
导人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领导人
商定在韩美同盟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关
系，加强在核心技术、新兴技术和网络
安全方面的合作。声明内容还涉及朝

鲜半岛问题。
当天，来自韩国各地的多个市民

团体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现场民
众手持“反对导致新冷战的韩日/韩美
日同盟”“全面停止韩美联合战争演
习”“反对部署战略资产”等标语，抗议
美国试图借强化韩美同盟激化东北亚
紧张局势，要求停止韩美联合军事演
习，改变韩美间不平等的同盟关系。

拜登将于22日结束对韩国的访
问，并启程前往日本。这是他去年1
月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

韩美领导人首尔会晤 多个市民团体集会抗议

据新华社巴黎5月20日电（记
者唐霁）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任命新
内阁成员，原财政、内政部长等多名核
心成员留任。

马克龙当天根据总理伊丽莎白·
博尔内的提议任命新内阁成员。除总
理外，新内阁成员包括17名部长、6
名部长级代表、4名国务秘书，其中13
人为女性。新内阁首次会议将于23
日举行。

原内阁中多名部长留任或改任。
原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内政部长
热拉尔德·达尔马宁、掌玺和司法部长
埃里克·迪蓬-莫雷蒂留任原职，原海

外事务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任
国防部长，原负责自治事务的部长级
代表布丽吉特·布尔吉尼翁任卫生部
长，原卫生部长奥利维耶·韦朗任负责
政府与议会关系的部长级代表。

新内阁中出现多名“新面孔”。其
中，法国驻英国大使、前政府发言人卡
特琳·科隆纳任外交部长，历史学者帕
普·恩迪亚耶任教育部长。

法国前总理卡斯泰本月16日向
马克龙提交政府辞呈，马克龙同日任
命劳工与社会事务部长博尔内为新总
理，负责组建新政府。博尔内是法国
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理。

法国总统任命新内阁成员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地区法院
法官20日裁定，美国以防疫为由实施
的移民快速驱逐令继续生效，实际上
阻止了约瑟夫·拜登政府原定下周取
消这一法令的计划。

白宫20日表态，反对路易斯安那
州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定，但在司法部
上诉期间会予以遵从。

据路透社报道，由亚利桑那州、路
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牵头，20余个
州组成联盟提起诉讼，以阻止拜登政

府废止所谓“第42篇”的移民政策。
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市联邦地区

法官罗伯特·萨默海斯裁定，鉴于移民
能够跨越边境，在美国各州之间自由
迁移，有必要在全美范围实施相关移
民禁令，因而保留“第42篇”的移民政
策“将符合公众利益”。

据美联社报道，自2020年3月以
来，根据“第42篇”，美方已驱逐移民
超过190万人次。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法院阻止拜登废除移民快速驱逐令

这张社交媒体的视频截图显示，5月20日，瑞士日内瓦机场附近冒起浓烟。
据外媒报道，瑞士日内瓦机场附近20日发生火灾，部分航班起降受到

影响。 新华社/路透

日内瓦机场附近发生火灾

新华社堪培拉5月21日电（记
者岳东兴 白旭）澳大利亚现任总理
莫里森21日晚宣布，由他领导的自
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在当天举行
的2022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败选，他
祝贺反对党工党党首阿尔巴内塞获
胜，并表示自己将辞去自由党党首
职务。

全部选区投票结果目前尚未统
计完毕。分析人士依据澳选举委员

会网站 21 日晚实时更新的结果预
测，处于领先的工党已接近获得独立
执政所需的76个众议院议席，而自
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目前所获席
位不足60个。

澳大利亚每3年举行一次联邦议
会选举。此次选举将改选众议院全部
151个议席和参议院76个议席中的40
席。获得众议院至少76席的政党或政
党联盟将执政，其党首将担任总理。

澳现任总理莫里森宣布
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败选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外交部21日
公布一份永久禁止入境的美国公民名
单，名单共有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
963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日说，
乌克兰正与国际伙伴一起制订一项没
有俄罗斯参与的安全保障条约。

——俄罗斯外交部 21 日在其网
站公布一份永久禁止入境的美国公民
名单，名单共有包括拜登在内的 963
人。俄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
政府的敌对行动将继续受到适当的回
击，俄方的反制是被迫的。俄罗斯不
寻求对抗，并愿意进行相互尊重的坦

诚对话。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泽连斯基 21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乌克兰正与国际伙伴一起制订一
项没有俄罗斯参与的安全保障条
约。该条约草案仍有一些细节须协
商一致。这份文件须得到所有担保
国议会的批准。

——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布声明
说，作为对加拿大实施反俄制裁的回
应，俄方决定永久禁止包括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的妻子索菲在内的26名加拿大
公民入境俄罗斯。声明说，加拿大政府
出台的反俄制裁不仅针对俄政界、军界

和商界人士，还涉及他们的亲人，因此
俄方决定将加高级官员及其亲朋、军工
联合体和造船企业高管及军队指挥官
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俄方还将在近期
出台新的反制措施。

——泽连斯基21日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感谢拜登签署的总额约400亿美
元的援乌法案。泽连斯基表示，美国的
支持对乌克兰非常重要，并称乌克兰期
待新的强有力的军事援助。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21日发布通报说，俄军使用“口
径”高精度海基巡航导弹摧毁了位于乌
克兰日托米尔州马林火车站地区的大

量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些武器装备由美
国和欧洲国家提供，原本计划装备顿巴
斯地区的乌军。

——科纳申科夫21日说，自开展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共摧毁乌军
174架战机、125架直升机、966架无人
机、315套防空导弹系统、3182辆坦克
和其他装甲车、402 台多管火箭炮、
1614门野战火炮及迫击炮和3054辆
特种军用车辆。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1日援引
泽连斯基的话报道说，俄罗斯目前几乎
封锁了乌克兰所有港口，导致超过
2000万吨待出口的粮食难以运出。

俄永久禁止拜登等963名美公民入境
乌总统称正制订没有俄参与的安全保障条约

新华社莫斯科5月20日电 俄罗
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0日说，
俄武装部队已经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
亚速钢铁厂的地下设施。

科纳申科夫20日说，俄武装部队
已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
地下设施。俄罗斯塔斯社20日援引科
纳申科夫的话报道说，当天最后一批共
531名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内的乌方
武装人员投降。自本月16日以来，共

有2439名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的乌军
和乌方军事力量“亚速营”人员投降。

4月21日，绍伊古宣布俄军已控
制除亚速钢铁厂外的马里乌波尔市的
其他地区，普京同日下令俄军取消攻打
亚速钢铁厂的计划，要求俄军继续封锁
亚速钢铁厂。本月17日，科纳申科夫
发布通报说，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内的
乌军和乌方军事力量“亚速营”人员已
于16日开始投降。5月20日，载着乌克兰武装人员的巴士驶离马里乌波尔。 新华社发

俄宣布已完全控制
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

5月2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工党竞选总部，电视画面播放总理莫里森宣布败
选画面。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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