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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11月25日，人们在日本千叶县参观2022东京动漫展。2022东京动
漫展于11月25日至27日在日本千叶举行。 新华社/法新

日本举行2022东京动漫展

11月26日，哈萨克斯坦当选总统托卡耶夫在首都阿斯塔纳出席就职
典礼。哈萨克斯坦当选总统就职典礼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托卡耶夫
宣誓就任哈总统。 新华社发

托卡耶夫宣誓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

多个欧盟国家官员25日表示，必须
尽快解决这一美欧贸易争端，否则欧盟
方面将采取应对措施。

法国和德国日前已表示两国“站在
同一条战线上”。法国经济、财政及工
业、数字主权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与德国
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22
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希望密切协调欧
洲应对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等挑战。
勒梅尔说，如果欧盟与美国无法达成“妥
协”，法国和德国将竭尽全力保卫欧洲经
济。据法国《回声报》网站报道，巴黎和
柏林将不排除在欧洲增加对产业的援助
力度。

美国《政治报》网站文章指出，美
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将于12月5
日召开新一轮会议。欧盟的目标是在
会前通过“美欧《通胀削减法案》工作
组”框架解决该法案造成的纠纷。但考
虑到欧盟成员国对美国补贴政策日益
增长的敌意等因素，预料上述目标很难
实现。

（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6日电）

对美国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深表担忧

欧盟向美单边主义经济政策说

欧盟成员国负责贸易事
务的部长25日在布鲁塞尔
举行会议，就欧美贸易关系
等问题展开讨论。与会各方
对美国推出的《通胀削减法
案》深表担忧，认为该法案规定
的许多绿色补贴对欧盟的汽
车、可再生能源、电池和能源密
集型行业构成歧视，可能对欧
盟工业的竞争力和投资决策产
生重大影响。欧盟委员会执行
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我们要的是公平。”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
府屡次为维护自身霸权坑害
欧洲盟友，为重振本国经济
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其霸凌
行径引发欧洲国家严重不满
和担忧，欧美贸易争端或将
进一步加剧。

今年 8 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通胀削减法案》。根据该法案，美联
邦政府将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投
资约 3700 亿美元；在医疗保健领域
投入约640亿美元。

美方声称这项法案旨在缓解通
胀、削减赤字，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国
为促进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在美
国本土生产，出台包括高额补贴在内
的大量激励措施，其本质是以损害欧
洲工业为代价为美国企业争取优势。

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工业和贸易
部长约瑟夫·西克拉25日说：“我们非
常担心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欧盟制
造业基地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该法
案规定的许多绿色补贴对欧盟的
汽车、可再生能源、电池和能源密
集型行业构成歧视。这些都是欧
盟的严重关切。”

欧盟内部市场委员蒂埃里·布雷
顿日前警告说，拜登的新补贴方案对
欧洲经济构成了“生死攸关的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通胀削减法案》只是美
国坑害其欧洲盟友的众多单边主义霸权行径
之一。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煽风点火，发
战争财，欧洲国家深受其害。

欧洲与美国一道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
但制裁的反噬效应令不少欧洲国家深陷能源
危机。美国则趁机以高价向欧洲国家兜售能
源。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0月中旬的欧盟峰会
后抱怨，美国卖给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比美本土
市场售价高3至4倍。

针对高通胀，美联储今年以来连续激进加
息，令欧洲经济雪上加霜。全球最大对冲基金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说：“美国现在紧缩
的力度更大，而欧洲并没有同等幅度紧缩，造
成货币贬值，欧洲通胀相比美国更加严重。”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弗雷德里
克·埃里克松指出，欧盟对《通胀削减法案》及
其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性条款的担忧显然是合
理的。该法案中许多反映“美国优先”的政
策，将损害企业间的竞争和欧盟企业利益。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文章指出，
欧盟必须警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奉行的“美
国优先”，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仍将继续。

“选购假日礼物的挑战越来越大，因
为所有商品都涨价了！”美国北卡罗来纳
州居民玛丽·莱夫勒的感慨代表了不少
工薪阶层的心声。居高不下的通胀和不
断飙升的利率，给今年美国“黑色星期
五”购物日蒙上阴影。

“黑色星期五”是美国长达一个多月
假日购物季的开始。这一天，美国各大
商家集中打折促销，吸引消费者选购价
廉又心仪的商品。11月25日是今年的

“黑色星期五”。记者当天在弗吉尼亚州
一家奥特莱斯商城发现，与以往美国人
任性“买买买”的场景不同，折扣力度稍
微小一点的店铺门可罗雀。

25岁拉美裔小伙埃尔南德斯告诉记
者，今年大多数收入都花在了吃饭和汽

油上，“要不是逛的这几家店折扣在50%
以上，我可真舍不得买”。

美国消费者越来越精打细算，一方
面由于薪资缩水、负债攀升，另一方面来
自通胀高企带来的物价压力。

穆迪分析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家庭10月在相同商品和服务上的开销相
比去年同期增加433美元，但今年前10
个月，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平均时薪缩水了
2.8%。美国劳工部11月早些时候公布的
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环比增长0.4%，同比增长7.7%。

支出增大、收入减少，令美国消费者
购买力大幅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
家庭债务总额今年第三季度暴涨3510
亿美元，是2007年以来最大增幅。

密歇根大学日前发布的调查数据显
示，1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下降
5.2%，同比下降15.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期一项调查显
示，67%的受访者表示因为通胀难以买
到心仪之物，69%则担心经济衰退会限
制消费能力。调查还显示，通胀对低收
入者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在美国消费者中，工作年限短、财富
积累少的年轻人日子尤其难过。全国广
播公司的调查显示，18岁至34岁的年轻
人中，73%担心通胀导致他们无法买到
想要的物品。主要面向年轻消费者的时
尚服装品牌美国鹰牌服饰公司首席执行
官杰伊·朔滕施泰因也表示，通胀对年轻
人影响更显著，公司不得不拿出相比以
往更大的促销力度，才能吸引到消费者。

消费者日子不好过，商家也倍感压
力。从数据来看，不少机构预测今年假
日购物季销售额同比将有小幅上升。但
如果将通胀率考虑在内，实际销售额或
不及去年水平。

沃尔玛、塔吉特、亚马逊等零售商纷
纷表示，食品和汽油价格上涨令家庭预
算“吃紧”，导致玩具、家具和小家电销量
不及以往。不少零售商下调了对今年假
日购物季的销售预期。

梅西百货首席执行官杰夫·金尼特
发现，10月底以来，顾客普遍“只逛不
买”。沃尔玛首席财务官约翰·雷尼指
出，由于储蓄减少，很多低收入美国人连
生活必需品都负担不起，更不会购买非
必要商品。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5日电 记者
邓仙来 许缘）

通胀居高不下 利率不断飙升

美国“黑色星期五”蒙阴影

通胀高企

德国人改变消费习惯
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德

国物价持续大幅上涨，德国人正从多
方面改变消费习惯，“消费降级”渐成
常态。

德国媒体26日报道，市场调研和
数据分析企业尼尔森IQ公司在调查
超过1万名德国人后发现，52%的受
调查者表示他们只购买“真正需要的
东西”；大约44%的人表示不再购买

“有趣或奢侈”的商品；31%的人尝试
减少外出就餐，选择在家吃饭。

这项调查同时显示，随着物价飞
涨，德国消费者尝试通过购买某些商
品的平价替代品来节省开支，比如用
人造黄油代替天然黄油，用自来水代
替矿泉水。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日媒报道

全球央行大举买进黄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参

考消息》26日登载《日本经济新闻》报
道《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大举买进黄
金》。文章摘要如下：

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正在增加黄金
储备。国际调查机构称，2022年黄金
购买量将创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
水平。

世界黄金协会11月发布的报告显
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购买
量为399.3吨，是去年同期4倍以上。

过去10年里，全球央行和公共机
构开始增加黄金储备。黄金流动性
高，不存在发行实体，因此主权风险
（政府债务信用危机）极低，被称为“无
国籍货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内阁
近日再添一名问题阁僚，复兴大臣
秋叶贤也被曝存在多项问题，涉及
政治资金运用、竞选活动违规等。
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泉健太26
日要求秋叶贤也立即辞职。

以秋叶的竞选活动费用收支报
告为来源，日本《星期五》周刊报道，
2021年10月众议院选举期间，秋
叶曾向两名公设秘书发放数万日元
报酬，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另据共同社等媒体报道，秋叶还
与统一教存在关联。由他担任负责

人的一个自民党支部曾向统一教相
关团体支出两笔共计大约5万日元
（约合2574元人民币）的费用。这
一自民党支部和秋叶的政治后援会
还曾在2021年向秋叶的妻子、母亲
支付115万日元（5.9万元人民币）。

日本复兴厅25日取消秋叶原
定本周末视察福岛的行程。岸田内
阁近期压力重重，不到一个月内已
有3名问题大臣辞职。岸田本人也
曝出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有近百张

“空白发票”的问题。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岸田内阁又一大臣曝出问题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25日电
（记者周永穗）据巴西国家卫生监督
局官网消息，由于近期巴西国内新
冠病例增长趋势显著，该机构决定
从25日起重新强制要求在机场区
域和乘坐飞机时戴口罩。

提出该项措施的国家卫生监督
局主任亚历克斯·坎波斯表示，在密
闭、空气不流通、人员聚集的高风险
场所戴口罩是一种保护社会群体的

公民行为，可以减少疾病的传播和
感染。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1月 21
日的一周里，巴西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9.1万例，是10月平均水平的近
3倍，升至8月以来最高水平。

新冠疫情暴发后，巴西国家卫
生监督局曾要求在机场和飞机上必
须戴口罩，今年8月18日改为“建
议”戴口罩。

巴西重新强制要求在机场和乘机时戴口罩

美国中央司令部25日说，美军
设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
遭到火箭弹袭击，没有人员伤亡。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
息，位于叙利亚东北部城市舍达
迪的一个美军巡逻基地25日晚遭
遇两枚火箭弹袭击，没有美军人
员受伤，基地也未受到损失。“叙
利亚民主军”找到火箭弹发射地

点，发现了第三枚没有发射的火
箭弹。

眼下暂无任何组织认领这起
袭击。

目前约有900名美军士兵驻扎
在叙利亚，大多数在东北部地区，名
义上是与当地库尔德武装联手打击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驻叙美军基地遭火箭弹袭击

新华社新德里11月26日电（记
者胡晓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26日
宣布，印度当天使用PSLV-C54型
极地卫星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9颗
卫星，主要包括地球观测卫星
EOS-06以及8颗纳米卫星。

这枚火箭于当地时间26日中
午在位于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斯
里赫里戈达岛的萨蒂什·达万航天
中心发射升空。印度空间研究组

织主席索马纳特说，火箭升空17
分钟后，地球观测卫星成功与火箭
分离并被送入预定轨道。在随后
约两小时内，火箭通过高度调整，
将携带的其他卫星释放到了相应
的轨道上。

据印度媒体报道，此次发射成
功的地球观测卫星EOS-06是印
度海洋卫星系列的第三代，用以加
强该国海洋监测能力。

印度发射一箭9星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日前声称，至少
有25个国家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其
中21个是北约成员国。此外，该委
员会已发现来自 54 个国家的约
1000名外国雇佣兵为乌军作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25日表示，俄方将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日前有关希望“通过非军
事手段”归还克里米亚的言论视为

分裂俄罗斯领土，对此言论不可能
有其他理解。与此同时，该言论再
次表明，乌方没有准备好、不愿意
也没有能力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
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晚
在视频讲话中说，截至当晚，基辅市
和乌大部分州继续停电，全国面临
停电的居民人数已从23日的1200
万人减少至600万人。

俄方称至少有25个国家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11月25日，在德国柏林总理府，德国总理朔尔茨（右）同法国总理博尔内在新闻发布会上握手。 新华社发

日前在迈阿密，一名顾客走出贴有“黑色星期五”促销广告的店铺。 新华社/美联

霸权行径坑害盟友国际观察 欧洲面临严峻挑战 欧洲将作出强硬回应

据新华社柏林 11 月 25 日电
（记者李超）德国总理朔尔茨25日在
柏林同到访的法国总理博尔内签署
双边团结声明，强调两国需在能源领
域紧密合作，在能源安全方面彼此提
供支持。

声明说，为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
依赖，法国10月中旬以来向德国输送
的天然气每天高达100吉瓦时，双方
还将于明年一季度围绕天然气供应机
制签署合作协议。同时，为确保法国
今年冬天的电力供应，德国承诺尽最
大可能保障两国电网互联，并将德国
剩余核电站淘汰时间推迟至明年4
月，以便为法国电力市场提供额外的
供给。

声明说，德法两国尊重彼此对电
力供给结构的技术路线选择，将在发
展氢能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并
重申了实现气候中和的决心。

朔尔茨当天同博尔内共同出席记
者会时表示，除能源政策外，德国和法
国还希望在许多其他欧洲问题上共同
寻求突破，德法关系非常亲密，两国将
继续深化双边关系。

德法签署能源团结声明
为确保法国今年冬天电力供应，德国承诺尽量保障两国电网互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