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视点

澳大利亚再次炒作“中国渗透”
分析人士认为澳方抛弃偏见方是正道

２０１７ 年，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建交 ４５
周年。在这个特殊年份，澳媒体却捕风捉

影地炒作“中国渗透”，并得到澳部分政

治人士的迎合， 让双边关系的气氛受到

毒化。
分析人士认为，炒作“中国渗透”体

现了澳方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双重焦虑，
但澳方应意识到， 唯有客观公正理性地

看待中国，看待中澳关系，才能实现互利

共赢。
近期， 澳大利亚媒体发表一些针对

中国捕风捉影、 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

态偏见的报道， 炒作所谓中国对澳进行

“影响渗透”。
澳领导人本月 ７ 日在澳联邦会议上

称，澳方严肃对待有关报道，认为需要给

澳中关系划出界线， 澳将通过议会和法

律来维护国家主权。

与此同时， 近期多所澳大利亚大学

校园出现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暴力伤害和

侮辱事件。
１８ 日和 １９ 日， 中国驻澳使领馆在

网站发布消息， 提醒中国留学人员注意

安全风险。 美国《纽约时报》１９ 日报道，
澳领导人指控中国对澳渗透的论调已经

引发强烈反应， 让华人社区遭到不公平

对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８ 日说，澳

领导人言论毫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媒体不

负责任的报道，充满对中国的偏见，纯属

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毒化了中澳关系气

氛， 损害了两国互信与合作的基础。 对

此，中方已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
分析人士认为， 澳大利亚屡屡炒作

“中国渗透”， 与澳政府当前在内政外交

上面临的双重焦虑有关。

在内政方面， 当前澳大利亚执政联

盟勉强控制议会多数席位， 执政地位并

不稳固，炒作“中国渗透”正是他们争取

保守派支持打出的一张牌。
外交上，澳大利亚防务战略专家休·

怀特认为， 这种现象反映了新出现的地

缘政治现实给部分澳大利亚人带来的不

安： 原本在安全上被澳大利亚倚重的美

国已不再那么可靠， 而中国作为一个大

国在澳大利亚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澳在贸易、健康、教育、旅游等多

个领域的合作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巨大

助益， 澳方一边享受中国发展带来的红

利，一边对合作伙伴横加指责，实非明智

之举。 但同时， 也应看到中澳关系的大

局。尽管中澳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

存在差异， 但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

歧。尽管有人发表不当言论，但澳大利亚

更多的是对华友好人士， 多年来中澳交

流与合作取得的巨大进展就是明证。
唯有摒弃偏见，以诚相待，才能实现

互利共赢， 真正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和

两国民众福祉。
中澳合作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强劲

动力 。 澳政府 １２ 月发布的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财年中期经济和财政状况展望 报 告 显

示，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下，铁矿石价

格高于预期， 成为澳财政状况改善的重

要原因。
目前，澳大利亚约有 ２０ 万中国留学

生，２０１６ 年访澳中国游客已达 １２０ 万人

次。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６ 年，中国已连续 ８ 年成为澳大利亚

最大的贸易伙伴。
（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２１ 日电）

韩国堤川市火灾造成29人死亡
新华社首尔 １２ 月 ２１ 日电 （记者姚

琪琳 陆睿） 韩国消防部门 ２１ 日晚说，
当天发生在韩国忠清北道堤川市一运动

中心的火灾已造成 ２９ 人死亡， 死亡人

数仍有可能上升。
消防部门表示， 目前火势已得到控

制， 消防人员仍在这一建筑内部进行搜

救。 ２９ 个遇难者中有 ２０ 人死在二层浴

室。 另有 ２６ 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救治。

据韩联社报道， 大火在运动中心一

层燃起后 ， 通过楼道迅速蔓 延 至 整 栋

楼。 据报道， 该运动中心只有一个出入

口， 造成被困人员逃生困难。 另外， 建

筑使用的材料着火后释放了大量有毒气

体。 这些都是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重要

原因。
由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因此不排

除伤亡人数进一步增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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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副手因“看片门”辞职
尚未对特雷莎·梅构成 “致命打击”， 首相地位依旧稳固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副手、首席大

臣兼内阁办公厅大臣达米安·格林 ２０ 日

宣布辞职，原因是他违反官员行为规范，
陷身不雅视频和性骚扰丑闻。

格林在提交给首相的辞呈中写道：
“我因违反大臣规范， 被政府要求辞职，
为此我感到遗憾和抱歉。 ”特雷莎·梅同

意了他的辞呈并表示“非常遗憾”。
格林的丑闻由《星期日泰晤士报》最

先曝光。报道以伦敦前警官鲍勃·奎克为

消息源说，２００８ 年在一起泄密事件调查

中， 警方对格林位于议会的办公室进行

搜查，发现办公电脑中存有大量色情片。
这一丑闻曝光前， 格林受到性骚扰

指控。 一名友人的女儿称，２０１５ 年，格林

在某社交场合向她作出性暗示， 还给她

发暧昧短信。对上述报道和指控，格林坚

决否认，声称这些说法“完全虚假”、意在

抹黑自己，存在政治动机。
英国政府随 后 对 格 林 展 开 内 部 调

查。 首相府 ２０ 日公布调查结论，认定格

林关于丑闻的言论“不准确、有误导性”，
针对他的性骚扰指控虽 “无法下结论”，
但“可信”。格林声称，自己“完全不知道”
电脑里有不雅视频。调查发现，格林是在

撒谎，“他的声明违反了大臣行为规范和

道德准则，他承认这点”。
格林在辞呈中称， 他既没有在议会

办公室下载色情视频，也没在那里看片。
至于性骚扰指控，他向当事人道歉，但声

称“不记得有这回事”。
格林是特雷莎·梅内阁中下台的第

三名大臣。格林现年 ６１ 岁，与特雷莎·梅

结识多年，是牛津大学同期校友，并且两

人同于 １９９７ 年当选议员。按照英国媒体

说法， 格林堪称特雷莎·梅的 “蓝颜知

己”，是她最信任的政治盟友。 “豪赌”议
会选举失败后，特雷莎·梅把格林从就业

与养老金大臣的位子提拔到首席大臣，

兼任内阁办公厅大臣，意图凝聚人心、重
振党内信心。 首席大臣相当于首相的副

手，与副首相类似，虽不掌管具体部门，
但比其他内阁大臣级别要高。

失去这一“左膀右臂”，特雷莎·梅虽

然不好受，但不足以构成“致命打击”。伦
敦大学国王学院欧洲政治学教 授 阿 南

德·梅农认为，由于“脱欧”谈判进入关键

阶段，保守党并无更迭领导层意愿，特雷

莎·梅的首相位置依然稳固。
王宏彬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文在寅打“奥运牌”缓和半岛局势
明年春季韩美军演或将推迟

韩国总统文在寅 １９ 日接受美国媒

体采访时说， 如果朝鲜在韩国平昌冬季

奥运会开幕前不 “挑衅”， 韩国与美国

明年春季的大规模年度军事演 习 可 能

“推迟”。 他希望平昌冬奥能成为缓和朝

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契机。
文在寅在韩国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专访时说： “韩国和美国有可能考虑

推迟军演的可能性。 我已经就此向美方

提议 ， 美方正在考虑 。” 文在寅表示 ，
韩美推迟军演的条件是 “朝鲜在平昌奥

运会开幕前停止挑衅”。
而每年春季， 韩国和美国都会在韩

举行代号 “关键决断” 和 “秃鹫” 的大

规模军事演习。 朝鲜认为这类军演是对

朝方的威胁和恐吓， 一直强烈要求韩美

停止。 韩美则坚持要求朝方停止核试验

和弹道导弹试射 “挑衅”。
不清楚美方是否会接受文在寅的提

议 。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 森 １９ 日

说， 就他所知， 美韩没有讨论过推迟例

行联合军演。
而韩联社 ２０ 日援引韩国总统府青

瓦台一名官员的话报道， 双方就这一议

题已经磋商 “一段时间”， 在两国军方

之间进行， 因而主管外交的蒂勒森 “可
能没有直接参与讨论”。

就文在寅的表态， 那名不愿公开身

份的青瓦台官员强调， 文在寅提议 “推
迟 ” 军演而不是缩减演习规模 ， 而 且

“仅限于” 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举

行的演习。

分析人士说不清楚朝方是否会响应

文在寅的倡议。 韩国国家战略研究所研

究员文成默告诉法新社记者， 朝方一直

要求韩美彻底停止而不是推迟军演。 韩

国军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金烈 洙 （音

译） 则认为， 尽管如此， 文在寅的提议

“是向营造对话势头迈出了一小步”。
文在寅告诉全国广播公司， 如果朝

方在平昌冬奥开幕前停止 “挑衅”， 不

仅有助于冬奥会安全举行， 而且 “将有

助于营造建设性氛围， 以实现韩朝对话

以及美朝对话”。
韩国为举办本届冬奥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 朝鲜半岛眼下高度紧张的局势给

冬奥增添阴云。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

基·黑莉本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
尚不确定美国奥运会代表团是 否 将 参

赛。 但是， 美国奥委会随后声明， 将赴

平昌参赛。
文在寅试图安抚外界对冬奥期间安

全问题的忧虑。 “作为韩国总统， 我保

证， 没有理由担心安全，” 他坐在首尔

通往平昌的高速列车上告诉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记者。
文在寅再次表达了对朝鲜运动员参

加平昌冬奥的期望。
那名青瓦台官员也表示， 希望朝鲜

派团参赛， 然而这不是本届冬奥能否成

功和安全举行的前提。 “朝鲜参赛对本

届冬奥会成功举行重要， 但并不意味着

朝鲜不参赛我们就无法举办这届赛事。”
惠晓霜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墨尔本汽车撞人已致14人受伤
新华社悉尼１２月２１日电 （记者宋聃

白雪） 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市中

心２１日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事件， 已造成

至少１４人受伤。２名嫌疑人被警方逮捕。
据维多利亚州警方最新消息， 事件

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 ４ 时 ４５ 分，一辆汽

车撞入弗林德斯大街与伊丽莎白大街交

汇路口的人群中。多名目击者说，肇事车

辆当时以“非常快的速度”撞入人群，“无
意刹车减速”。

警方在现场逮捕了驾车者和另一名

男子，随后封锁了事发现场及附近街区，
提醒行人和车辆避开事发区域。 据当地

媒体报道，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

一名头部受伤的学龄前儿童情况危急。
当地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意行为，

动机仍待调查， 目前尚无法确定是否为

恐怖袭击。
墨尔本市中心今年 １ 月发生一起汽

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 ６ 人死亡。 此后，
当地政府投入 １０００ 万澳元 （约合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升级安保设施。

新德里除霾“大炮”真能去霾？
印度首都新德里 ２０ 日推出一款除

霾“大炮”，利用高速喷射的水雾去除空

气污染物。 环境保护人士认为这治标不

治本。
法新社报道，这款除霾“神器”形似

超大号吹风机，安装在平板卡车上。它在

德里东部阿嫩德维哈尔区接受测试，那

里毗邻一个空气污染严重的工业区。
美国驻印大使馆网站数据显示，阿

嫩德维哈尔当天的细颗粒物（ＰＭ２.５）指

数为 ３８０， 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设安全上

限的 １５ 倍多。 制造商“云技术”公司说，
除霾 “大炮” 每分钟能把 １００ 升水喷到

５０ 米高处，水雾化后融入空气 ，可以清

除 ９５％的污染物。 不过，一两台不见效，

需要 ３０ 到 ４０ 台才可能管用。
除霾“大炮”每台价格高达 ３.１ 万美

元，但新德里政府似乎“不差钱”。市政府

环境部长伊姆兰·侯赛因说：“如果证明

有效， 我们会尽快在新德里的街头大量

使用。 ”
绿色和平组织不为所动， 成员苏尼

尔·达希亚说，“治理污染问题在于从源

头上控制，而不是朝它（污染物）喷水。 ”
新德里每年冬季雾霾严重， 市长阿

尔温德·凯杰里瓦尔上月甚至称这里是

“毒气室”。尽管政府采取诸如关闭工厂、
砖窑、机动车限行等短期措施，污染水平

依旧无法降低。
陈丹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达 米 安·格

林的离职让特雷

莎·梅 失 去 “左

膀右臂”。
东方 IC

美联储持续加息对世界影响仍可控

美联储近日第三次提高联储基金

利率至 1.5%，市场普遍反应温和，按照

常规和理论逻辑判断应该出现的美元

和美国股市大幅上涨的局面并没有出

现，全球资金也未出现明显的大规模流

动。这证明美联储主席耶伦掌控的美联

储货币政策调整的透明度和走势清晰

度都得到市场认可，对市场预期的管理

相对有效。
基于对 2018 年经济形势的基本判

断， 美联储明年预期会继续提高 2 至 3
次利率，资产负债表将持续不断减缩。美

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预测的 2018
年底美联储基金利率平均值是 2.1%，如
果按照这一结果衡量， 美联储 2018 年

提高利率的次数仍具有不确定性。

明年加息几次还要看新
任主席

从缓慢持续地提升利率并逐步缩

减资产负债表上来看，美国经济增长趋

势向好的判断得到了美联储的肯定，尽
管美国 2017 年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达

到年初预期的 2.4%， 多数机构判断今

年大约为 2.1%-2.2%。从另外几个主要

指标看，失业率已降至 4.1%，达到充分

就业状态；通胀率也一直处于相对较低

的水平，美联储瞄准的核心个人消费支

出物价指数 PCE 只有 1.4%，尽管传统

的 物 价 指 数 （核 心 CPI 指 数 ） 达 到

1.7%， 但是离目标值 2%还有很大 差

距。因此美联储加息并不是为了应对潜

在的通胀，而是趁机缓慢地回归到中性

货币政策水平，给金融市场过热的趋势

降些温度。
美联储对美国未来经济走势的判

断比较积极， 认为今年第三季度强劲

的增长有望在明年得到持续， 对明年

经济增长的预测是会从今年的 2.1%升

高至 2.5%， 而通胀将继续保持在目标

值以下。
不过，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将于

2018 年 3 月 1 日接替耶伦， 此后美联

储是否会沿着耶伦定下的相对缓慢回

归中性货币政策的计划行事还具有不

确定性。市场目前基于鲍威尔在美联储

理事职务上对货币政策投票和表态的

言论， 认为他将延续目前的政策基调。

但笔者认为这一判断可能会有偏差，因
为鲍威尔并非经济学出身、而是法学博

士出身的官员，未来更多的可能性是在

美联储内作为首席协调者听取各方的

意见进行综合性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

看，美联储会更多地与特朗普的经济政

策、尤其是财政政策进行配合。 在美联

储内，对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不同意见

似乎开始增加，此次加息投票中，有两

位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投了反对票。如
果明年经济增长不如预测那样强劲、通
胀又没有启动的话，美联储紧缩步伐放

慢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

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双
重影响

现在金融市场和舆论界都在谈论

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影响，普遍认为美

国经济将得到刺激，继续走强， 资金回

流美国的规模和速度会提高。 在这样

的判断基础上， 不少人认为新兴经济

体将面临挑战。 这种判断有一定的道

理， 因为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将扩大

美国与至今仍维持负利率的欧元区和

日本的利差水平， 导致资金流向美国。
笔者预计， 到 2018 年下半年， 美联储

货币政策的溢出性影响将逐步 显 现 ，
新兴经济体一些成员可能会面临 2014
年底美联储终止量化宽松政策时出现

的压力。
不过，美联储的紧缩政策迟早将影

响欧洲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欧洲央

行已经决定明年开始缩减量化宽松的

规模，从每个月 600 亿欧元减少到 300
亿欧元。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 2018
年 4 月任期结束，继任者是否持续量化

宽松将是疑问，而且越来越多的分析认

为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是无法持续

的。 如果欧洲和日本都在 2018 年相继

退出量化宽松，美联储的加息缩表引起

的资金回流可能就会打折扣。在这样背

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冲击将会

变得复杂。 即便如此，笔者认为新兴经

济体遭受冲击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危

机的概率仍然是很低的，主要原因是主

要新兴经济体基本面都比较好，经济增

长处在中高速的稳定增长区间，国际收

支经常账户保持着顺差，外汇储备相对

于外债比较充裕，金融泡沫也不严重。
就当前看，美联储提高利率的主要

影响可能会表现在大宗商品和黄金等

避险商品的价格上。 美联储 13 日加息

之后，黄金价格遭受打击，其他初级产

品的价格也受到了影响。本来随着世界

经济增长向好的影响，对大宗商品的需

求开始回暖， 资金开始逐步入市炒作，
价格有所回升，美联储收缩货币供应将

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具有抑制作用。而这

对于资源进口国是有利的，对于资源性

商品的出口国则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从
这意义上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对

于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影响也是

不同的。 一般性而言，美联储升息缩表

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多数国

家金融市场可能面临负面的冲击，而实

体经济则随美元汇率上升可能获得出

口上的好处。 因此，根据本国在世界经

济中所处的地位和国际分工的比较优

势，采取适当的政策来应对美联储货币

政策的影响是关键。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

■徐明棋

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明年加息几次的决定将牵动世界目光。 图为鲍威尔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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