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受多重
因素影响，主要与美元走强、通胀高
企、能源危机蔓延、欧洲地缘政治局势
紧张以及加息预期下欧洲高负债国家
风险上升有关。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詹姆斯·
麦金托什 9 日撰文称，无论是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元贬值还是这段
时期的升值，都证明美联储是主要央
行中对市场影响力最大的执牛耳者，
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货币战”。

分析人士认为，强势美元和美国
紧缩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正
波及欧洲，使欧元区经济承压。

一方面，美元强势使美国以外的
经济体融资更难。

美联储数次领先欧洲央行加息，
且加息幅度更大，导致资金流向美国、
美元升值。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卡
斯滕·布热斯基说，在本地区地缘政治
紧张的情况下，欧元疲软弊大于利。

科佩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卡尔·沙
莫塔说，鉴于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
独特地位，资金出于寻求收益和避险的
原因而流入美国，对整个外
汇市场的主要货币和

次要货币造成严重冲击。“随着美元升
值，我们将看到全球金融状况进一步趋
紧，美元继续在全球呼风唤雨”。

另一方面，美元升值使欧洲进口
能源更加昂贵，对欧洲出口利好的效
果有限。

英国法通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
官索尼娅·劳德说：“我们预计欧洲经
济会更早出现衰退。由于美国是能源
出口国，欧元区国家是进口国，在当前
的能源价格下，双方地位截然不同。”

德国《周日交易所》网站称，虽然
欧元贬值有利于出口，但全球疫情肆
虐的大背景下，制造业受限于供应链
瓶颈，例如汽车行业的芯片短缺问题
严重，导致公司出口受到较大影响。
此外，全球经济发展迟缓，通货膨胀困
扰下的各国需求不振，并不看好欧元
贬值对出口的提振效果。

德国《时代》杂志发表评论称，与
德国不同的是，美国企业的海外销售
额在其经济总量占比要小很多。同
时，强势美元使进口商品更便宜，从而
对美国通货膨胀有抑制作用。

（新华社法兰克福7月15日电
记者单玮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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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时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誓言“不
计一切代价”拯救欧元，努力帮助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元区国
家在欧债危机中脱困。

十年后，现任意大利总理的德拉吉却在执政联盟就财政
开支出现内讧后提出辞职。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予以拒绝，
劝他不要此时甩手走人。只是，意大利眼下增长乏力、债务高
企，财政困境可能远非“超级马里奥”德拉吉一人之力可解。

由于执政伙伴“五星运动”党拒绝
支持德拉吉政府一项帮助民众应对能
源和生活成本上升的260亿欧元纾困
方案，执政联盟内部分歧进一步暴露。

14日早些时候，议会参议院就纾
困方案举行表决。尽管五星运动抵
制，方案仍以172票赞成、39票反对的
明显优势过关。

不过，德拉吉认定“支持本届政府
的全国团结联盟已不复存在”。他宣
布准备辞去总理职务，随后面见马塔
雷拉递交辞呈。

马塔雷拉拒绝了德拉吉的辞呈，
要求后者向议会发言阐述立场，厘清
当前政治形势。

德拉吉定于20日在议会讲话，在
那之前可能会按计划出访阿尔及利
亚，商谈从这个北非国家进口更多天
然气事宜。

德拉吉现年 74岁，经济学家出
身，不属于任何党派，曾任8年欧洲央
行行长，2019年卸任，因在欧债危机
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救助债务国、避
免欧元区崩塌，获称“超级马里奥”。

德拉吉去年2月出任意大利10
年来第六名总理，领导一个多党执政
联盟。这些党派在多项政策议题上
立场本就存在分歧，在意大利经济困
境因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局势加剧后
更加明显。

2009 年起，希腊、葡萄牙、爱尔
兰、西班牙等国因财政政策过于宽松、
赤字累积到不可承受地步，引爆欧债
危机，靠欧洲联盟大量“输血”援助渡
过难关。上述国家，以及包括意大利
在内债务较重国家从此在财政上受制
于欧盟关于严控赤字的要求，埋下国
内矛盾“地雷”。

欧债危机过后，意大利经济复
苏缓慢，增长乏力，近两年关于如何
应对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局势推升能
源价格高涨等难题，执政联盟内部
有不少争吵。五星运动主张加大援
助力度帮助民众应对高通胀，但这
意味着公共债务进一步攀升。

路透社分析，马塔雷拉可能说
服德拉吉重组内阁，如果对方坚辞，
也可另寻看守总理人选，带领政府
坚持到明年选举，或者宣布提前选
举。

政府垮台风险触发意大利金融市
场震荡。意大利基准债券收益率急
升，显示投资者要求有更高溢价才肯
持有其债券。同时，股市跌至2020年
末以来最低点。

“形势变得更糟了。接下来还能
有多糟，暂难判断。”法国外贸银行经

济师迪尔克·舒马赫说。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

利财政困境对欧元区市场稳定性构成
大挑战。

德拉吉当年临危接掌欧洲央行，
为稳定欧元而大举买入受困成员国债
券。但路透社报道，意大利政府已累
积2.5万亿欧元债务，比当年深陷债务
危机的另外四国现有债务总和还高。
如果再以同样手段救助，其代价可能
过于高昂。

现阶段，欧洲央行已经开始收紧
货币政策，借贷成本上升，意大利向欧
洲金融市场举债将更加困难。

欧洲央行正设计新的金融机制，
以平衡欧元区内部德国等出资国和意
大利之类高负债国之间的支出成本。
外界原本认为德拉吉坐镇可以确保意
大利配合欧洲央行的新政策，一旦他
挂冠而去，可能影响新机制施行的确
定性。

按照德国巴登-符滕堡州银行首
席经济师莫里茨·克雷默的说法，“真
正的问题是意大利这20年来经济增
长一直表现不佳。当前的财政困难
不是原因，而是（增长）乏力的后果”。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危机难解

波折不断

国际观察

欧元汇率创新低
加剧欧洲经济困境

今年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跌幅接近12%。法兰克福证
券交易所14日欧元对美元汇率盘中一度跌破1比1，最低触
及1比0.9953，收盘时反弹至1比1.0016。近几日欧元对美
元汇率跌至平价上下，分析人士认为，受美联储货币政策溢
出效应影响，欧元对美元贬值正加剧欧元区经济困境。

洪都拉斯媒体播放的监控画面显示，至少
5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封锁了一处停车坡道的出
口，把洛沃的儿子赛义德·洛沃·博尼利亚和其
他三人从两辆车中拽了出来。枪手身穿类似反
黑特警的战术背心，要求赛义德等人靠墙站成
一排。

另一段画面显示，枪手逃离时，似乎有一人
受伤，被同伙抬上所乘汽车。

洪都拉斯总检察院发言人洛雷娜·卡利什证
实赛义德死亡。前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罗
密欧·巴斯克斯·贝拉斯克斯说，他的侄子路易
斯·塞拉亚同样遇害。

洛沃2010年至2014年出任这个中美洲国家
的总统。他14日告诉媒体记者，他的另一个儿子
乘坐第三辆车，没有受伤。

洛沃正在服刑的妻子罗莎·博尼利亚获准临
时出狱，参加儿子的葬礼。今年3月，法院裁定博
尼利亚在洛沃担任总统期间挪用超过100万美元
公款。

现任总统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对洛沃一家以
及其他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谴责犯罪分子
多年来在洪都拉斯实施这种行刑式暗杀，却逍
遥法外。

警方正在调查罪犯所穿制服。一名安全部
门高级官员暗示，犯罪团伙企图通过谋杀破坏治
安体系，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洛沃另一个儿子法维奥2017年在美国因贩
毒罪名被判处24年监禁。2021年，美国宣布禁
止洛沃入境，理由是后者涉嫌接受毒贩贿赂。

崔诗雨（新华社微特稿）

洪都拉斯前总统之子遭多名枪手射杀
枪手身穿类似反黑特警的战术背心

奥运冠军自曝
儿时被拐到英国
警方启动调查

曾四夺奥运会金牌的英国著名长跑运动员
莫·法拉赫自述儿时被人从非洲拐骗到英国，在英
国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伦敦警方14日宣布已就
法拉赫经历启动调查。

法拉赫现年39岁，自述其真名是侯赛因·阿
卜迪·卡欣，八九岁时被一个陌生女人利用假证件
带到英国。证件上，他被改名为穆罕默德·法拉
赫。那个女人把他带到位于伦敦西部的家中，撕
毁写有他亲戚联系方式的纸条，强迫他当佣人。

法拉赫直到12岁才获准上学。体育老师艾
伦·沃特金森帮助他获得英国国籍。他以穆罕默
德·法拉赫的身份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
年里约奥运会夺得5000米和1万米冠军。国际
媒体一般称他为莫·法拉赫。

法拉赫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他为代表英国参
赛而自豪，但更以丈夫和父亲角色为傲。他的一
对双胞胎女儿已经到了当年他被拐骗到英国的年
龄，这部纪录片可以让孩子们更多了解他的经历。

莫娟（新华社专特稿）

沙特宣布
将向所有空运商开放领空

沙特阿拉伯15日宣布，解除对“所有航空运
营商”使用其领空的限制。

沙特在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即将到访时宣
布这一决定，被视为向以色列空运商“开绿灯”。
然而，就拜登是否能说服沙特增产原油，外界并不
乐观。

沙特民航管理机构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向所
有符合其过境飞行要求的空运商开放领空，以加
强沙特作为联结三大洲的“全球枢纽”地位。

这一声明并未提及以色列。不过，媒体普遍
解读，这一举措意味着沙特向以色列空运商“开绿
灯”。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美国高级官员前一天
告诉路透社，沙特方面很快将解除对以方航班限
制和允许朝觐包机从以色列直飞沙特麦加。

拜登正在对中东进行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
成为首名从以色列直接抵达未与以色列建交阿拉
伯国家的美国总统。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单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再超10万例

据新华社东京7月15日电（记者华义）据日
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15日日本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103311例，累计确诊10119009例；新增死
亡31例，累计死亡31578例。这是日本时隔5个
多月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次超过10万例，也是疫
情暴发至今的第二高纪录。

日本迄今累计确诊1000多万例新冠病例，其
中超过80%是今年报告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最高纪录出现在今年2月 5日，当天新增确诊
104169例。

受变异新冠毒株奥密克戎新亚型BA.5扩散
影响，日本近期新冠感染人数迅速增加。

美国猴痘
确诊病例近1500例
专家批政府应对不力

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14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14日，全美已有44个州和地区确认发现
1470例猴痘确诊病例。近期，全美范围猴痘病例
持续增加，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美国政府在应
对猴痘疫情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其在应对新冠疫
情方面所犯的错误正在重演。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纽约州、加利福尼亚
州、伊利诺伊州是美国猴痘确诊病例数最多的3个
州，分别已报告猴痘病例414例、180例和160例。

美国《国会山》日报11日刊文批评美国政
府应对猴痘疫情“跌跌撞撞”，称美国政府对猴
痘疫情应对不足，正在重复新冠疫情期间曾犯
下的错误。

7月14日，工作人员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枪击案现场转
移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法新

斯里兰卡总统正式辞职

总理维克拉马辛哈
就任临时总统

据新华社科伦坡7月15日电（记者车宏亮）
斯里兰卡总理办公室15日表示，总统戈塔巴雅·
拉贾帕克萨正式辞职，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出任临
时总统。维克拉马辛哈随后发表电视讲话，呼吁
各方就组建各党派参与的政府达成协议。

当天早些时候，斯里兰卡议长阿贝瓦德纳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已收到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
克萨的辞职信，辞职从14日起生效。根据宪法，
推举新总统的程序启动。维克拉马辛哈出任临时
总统，行使总统职权。

根据斯宪法有关条款规定，总统未完成任期
而辞职，议会应尽早选举产生新总统，完成剩余任
期。新总统产生前，由总理行使总统职权。这是7月14日在意大利罗马拍摄的总统府。新华社/路透

洪都拉斯官员14日证实，前总统波菲里奥·洛沃的儿子、前军方领导人的侄
子等4人当天凌晨离开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一家夜总会时遭多名枪手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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