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美联储已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在加
息和“缩表”上快步走，但美国通胀仍未明显
缓解。经济学家认为，通胀持续高企让美联
储货币政策“走钢丝”难度渐增，美国经济衰
退风险加剧。在此背景下，部分白宫官员、商
界人士、经济学家呼吁削减或取消对华加征
关税，以解通胀“燃眉之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接受美国广播公
司采访时说，通胀率高得“不可接受”，把通胀
降下来是“首要任务”。她表示，加征关税是

从前任政府“继承的”，有些关税并未达到战
略目的，还增加了消费者支出，政府正在考虑
调整部分关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指
出，如果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的关税，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名加征的钢铁关
税等，美国通胀率可降低约1.3个百分点。

该报告主笔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取消或削减对华加征关税，有

助于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也意味着美国企业
将面临更多竞争，会促使其放缓上调价格，从
而有助于降低通胀水平、稳定通胀预期，这在
当前尤为重要。

美国前驻新加坡大使戴维·阿德尔曼日
前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
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在经济上是
徒劳的，如“回旋镖”一般伤及美国经济。取
消对华加征关税将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和恢
复民众对经济的信心。

取消加征关税可解“燃眉之急”

面对与日俱增的通胀压力，取消对华加
征关税成为美国政府政策工具箱中少数可
行且有效的应对选项之一，但白宫仍迟迟未
作出决定。分析人士认为，美政府前期误判
通胀走势，导致如今严峻的通胀局面。随着
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对华贸易问题更加
被政治化，拜登政府如果不尽早回应业界呼
声，在取消对华加征关税问题上继续举棋不
定，恐将在缓解通胀和谋划选情的困境中越
陷越深。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关乎美国民众利益，

却一定程度被党争绑架，成为民主、共和两党
着眼选举的政治算计议题，即使是理智、理性
的决定也因此受到掣肘。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日前在
社交媒体上声称“现在不是对中国手软的时
候”，遭到网友讽刺。一位网友留言说：“（关
税）正加剧通胀，你抱怨通胀问题，而当他们试
图（通过取消加征关税）缓解通胀时，你却抱
怨。”另一位网友评论说：“我们需要做对国家
最好的事，而不是为一个政党，别玩游戏了。”

美国艾奥瓦州前众议员、民主党人格雷

格·丘萨克告诉新华社记者，中期选举背景
下，共和党候选人甚至比目前的国会成员更
偏向右翼、更极端，而民主党候选人不愿被视
为“软弱”，因而在做“正确的事情”方面感受
到阻力。

赫夫鲍尔也坦言，考虑到当前政治形势，
削减或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可能导致部分议
员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软弱”。“我认为这会
阻止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美国经济有利
的事情。但我希望他们能这样做。”

（新华社华盛顿6月27日电 记者熊茂伶）

犹豫不决自陷党争困境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价格
指数（C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八个月高于6%，
近三个月同比涨幅都在8%以上。

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萨姆·布拉德
对新华社记者说，食品和汽油价格仍在攀
升，至少在未来几个月，看不到通胀缓解
迹象。

美国政府面临着国内舆论对其经济
政策的质疑和批评。《华尔街日报》评论

文章称，当前的通胀是“可以预见的”，是
由过度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
所致。

皮尤研究中心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70%
的美国民众认为通胀是“非常大的问题”。日
前发布的《政治报》-晨间咨询公司联合民意
调查显示，约40%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政
策应对高通胀“负很大责任”。

在应对通胀方面，美国政府可用的工具

并不多。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萨
默斯此前指出，通过取消加征关税来降低通
胀，比白宫提出的反垄断、控制肉类价格等方
法更重要、更有效。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表示，“没有理由”
维持对华加征关税，这是对美国消费者和企
业征收的“不必要税收”。美国民众对通胀不
断上升感到不满，尽快取消加征关税是降低
物价的方法之一。

通胀高企招致广泛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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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亚喀巴发生储气罐爆炸及化学气体泄漏
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截图）。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安曼6月27日电 （记者冀泽）约旦
公共安全部门27日通报说，该国南部港口城市
亚喀巴当天发生集装箱爆炸及化学气体泄漏事
故，目前已经导致至少12人死亡，超过250人
受伤。首相比谢尔·哈苏奈当天晚些时候前往
港口视察。

通报说，港口起重机在将装有化学气体的集
装箱装船时发生故障，致使集装箱跌落并发生爆
炸，同时造成化学气体泄漏。目前急救人员已赶
赴现场，相关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当日发布领事安全提醒，
提醒在约旦南部港口城市亚喀巴的中国公民注
意安全。

约旦亚喀巴港发生集装箱爆炸
及化学气体泄漏事故
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50余人受伤

6月28日，日本东京的行人撑伞过马路。
日本多地近期高温天气持续。 新华社/美联

日本：持续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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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
登日前表示，白
宫正在讨论是否
取消特朗普政府
时期对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的关
税。鉴于当下美
国面临40年来
最严重的通货膨
胀，许多有识之
士呼吁拜登政府
取消对华加征关
税以抑制通胀，
减轻百姓压力。
但分析人士指
出，为了在11月
国会中期选举中
赢得优势，美国
民主、共和两党
争斗加剧，使得
白宫在修正上届
政府错误对华政
策问题上举棋不
定，引起业界和
民众不满。

新华社休斯敦6月27日电（记
者徐剑梅）美国执法人员27日在得
克萨斯州一辆大货车车厢里发现46
具移民遗体，这是美国近年来已知最
严重的移民死亡事件。当地官员说
这是一起“人间惨剧”。

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警方
和消防部门当晚在记者会上说，当天
18时许，一名男子在该市一处路口
发现一辆疑似被弃的大货车并听到

车厢里传来呼救声，走近后看到车厢
内有人死亡，随即报警。

执法及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
现车厢里“尸体成堆”，车厢里没有
水，空调也未工作，幸存人员体温较
高且虚弱无力，甚至无法自行下车。

6月以来，得州热浪滚滚。据气
象部门消息，圣安东尼奥市27日最高
气温达38摄氏度。美国媒体报道说，
在挤满人的车厢里，实际温度更高。

警方和消防部门还说，死者均为
成年人。从车内救出16人并送往医
院，其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尚
不清楚车厢里人员的身份、国籍和具
体人数。警方已拘捕3人，目前正调
查他们与这起事件的关联。

圣安东尼奥市市长尼伦伯格在
记者会上说，这是“一起可怕的人间
惨剧”。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在社交
媒体上形容这起事件为“悲剧”，表示

墨领事官员已赶往事发地。
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高度

关注的问题，也是美国民主、共和两
党争斗的重点领域。正在谋求连任
的得州共和党籍州长阿博特当晚在
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拜登政府的边
境政策，声称“这些（移民的）死亡是
拜登造成的”。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海
关执法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圣安

东尼奥市警方认为这起事件涉嫌人
口走私，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
月，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逮
捕非法移民近24万人，再创新高。

得州地处美国中南部，同墨西哥
接壤。2017年 7月，在圣安东尼奥
市一家超市停车场发现一辆载有39
名移民的货车，车内无水、无空调，车
上10人因中暑、窒息及脱水而死。

46名移民命丧美国货车成

30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定于28
日至30日在马德里举行会议，预期在
扩充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计划之外，还
将决定向乌克兰提供一揽子“增强综
合援助”方案，包括提供保密通信设备
和反无人机系统等装备。

斯托尔滕贝格说，从长远目标来
说，北约盟国期望帮助乌克兰国防力
量从“苏联时期装备”向“现代化北约
装备”转型。

冷战结束后，北约成员国普遍削
减军费预算。然而，乌克兰局势2月
升级后，形势迅速改变。现在已有9
个北约成员国“达到或超过”2%这一
军费开支目标，19个国家已有“2024

年年底前达标的清晰计划”。在北约
内部，“越来越多意见认为2%只是下
限，而非上限”。

斯托尔滕贝格说，他期待各盟国
借这次峰会清晰表明对俄罗斯最新
立场，把俄罗斯视为对北约安全“最
重大和直接的威胁”。他不忘把北约
对俄立场转变归咎于俄方，指认俄方

“放弃了北约多年来尝试与俄罗斯建
立的伙伴和对话关系”。

俄罗斯指责北约违背承诺，罔顾
俄方基本利益，多年来不断“东扩”，
逼近俄罗斯边界，威胁俄国家安全，
加剧冲突。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峰会强化对俄立场

北约欲大举扩充快速反应部队
4万兵力增至30多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
斯·斯托尔滕贝格27日说，本周在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北约成员
国领导人会议将决定扩充北约快速
反应部队，规模从当前大约4万人
增至30多万人。

斯托尔滕贝格在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记
者会上说，扩充快速反应部
队是北约应对“战略竞争时
代”的举措之一，与派遣更多
北约作战部队协防北约东翼
成员国等举措一起，将成为

“冷战以来集体防御和威慑
的一次最大幅度改造”。

他说，北约派遣的快速反
应部队将与驻在国军队一同
演练，以便“熟悉当地地形、设
施和我们预先部署的军事装
备，让部队能够顺畅、迅速地
对任何紧急情况做出反应”。

北约于2003年组建快速
反应部队，现有兵力大约4万。

俄罗斯2月 24日对乌克
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
主导的北约决定调遣北约快速
反应部队数千兵力前往俄罗斯
和乌克兰周边的北约东翼成员
国，以“增强防御力量”。据美
联社报道，这是北约首次将快
速反应部队用于防御。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北
约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扩充
后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具体
规模和组成还有待确定，计划
2023年完成改编。

冷战后“最大改造”

匈牙利发布三级高温警报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28日电（记者陈浩）

匈牙利27日发布三级高温警报，预计将至少持续
到30日。

根据匈牙利规定，在日平均气温至少连续三
天超过27摄氏度时，发布三级高温警报。预计本
周晚些时候，匈牙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上升至接
近40摄氏度。

匈国家公共卫生中心提醒公众，高温下需要
采取额外预防措施，例如多喝水等；在11时到15
时之间注意防晒，用适当的衣物和防晒霜保护皮
肤免受晒伤。

气象专家：

可能出现罕见“三重”
拉尼娜气候事件

据新华社伦敦6月27日电（记者郭爽）英国
《自然》杂志日前称，气象学家已连续第三年预测
拉尼娜现象，即可能发生罕见的“三重”拉尼娜气
候事件，对全球气候产生深远影响。伴随全球变
暖，类似情况可能会更加普遍。

研究人员指出，当前拉尼娜现象始于2020年
9月前后，此后多数时间都处于轻度至中度状态，
到2022年4月，它愈演愈烈，导致赤道东太平洋
上空出现自1950年以来罕见的寒流。世界气象
组织6月10日发布最新预测显示，当前拉尼娜现
象持续到7月或9月的可能性为50%至60%。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拉尼娜现象持续
到2023年初的可能性为51%。

研究人员说，北半球出现连续两个拉尼娜
冬季很常见，但连续三个比较少见。自1950年
以来，持续三年的“三重”拉尼娜现象仅发生过
两次。

一些研究人员警告说，气候变化也许会导
致未来更可能出现类似拉尼娜气候事件。更多
拉尼娜事件将增加东南亚发生洪水的几率，增加
美国西南部发生干旱和山火风险，并在太平洋和
大西洋形成多种飓风、气旋和季风模式，以及引发
其他区域的天气变化。

国际观察

3月23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出席记者会时称，北约将在东欧
部署更多作战部队。 新华社发

6月27日，执法人员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发现死亡移民的拖车旁工作。 新华社/路透

印度孟买一楼房倒塌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新华社孟买6月28日电 （记者张亚东）据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孟买28日发生一
起楼房倒塌事故，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另有
13人受伤。

据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孟买一栋四层
居民楼整体倒塌。当地政府在事发后组织了紧急
救援，获救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仍
有居民被困在瓦砾中，伤亡数字可能上升。

目前孟买正值雨季，近两日连续降雨。由于
一些房屋年久失修，每年雨季，孟买都会发生多起
房屋倒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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