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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白俄羅斯總統魯卡申
柯（Alexander Lukashenko）今天表
示，俄羅斯、烏克蘭及西方必須同意
終止在烏國的衝突，以避免陷入 「核
戰深淵」 ，烏國政府必須答應俄方的
要求。

魯 卡 申 柯 在 白 俄 首 都 明 斯 克
（Minsk）接受法新社專訪時指出：
「我們必須停止，並且達成協議，終
止這場在烏克蘭的混亂、行動與戰爭
。」

他指稱，沒有必要加劇衝突，這
恐使未來處於核戰深淵，沒有必要做
到那種地步。此外，他還指控西方試
圖與俄羅斯發生衝突，並且挑起在烏
克蘭的戰爭。

魯卡申柯堅稱，烏克蘭當局可以
結束這場戰爭，只要他們與俄國政府
重啟對話，並且接受俄方的要求。

烏克蘭武裝部隊說，過去一天內
，已在烏東和烏南地區擊斃111名俄
羅斯軍人。俄國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的
一番話則顯示，克里姆林宮在迄今5個

月戰事期間不斷擴大戰鬥目標。
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昨天

告訴國營媒體 「俄羅斯新聞社」 （RIA
），俄軍目前在烏克蘭的任務已不限
於烏東的頓巴斯（Donbas）地區。

拉夫羅夫還說，如果西方國家持
續提供美製 「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 （HIMARS，又稱海馬士）等長程
武器給烏克蘭，俄國也將進一步擴大
目標。他表示： 「這意味著地理任務
將從現有戰線進一步擴大。」

俄國占領了烏克蘭札波羅熱（Za-
porizhzhia）部分地區，俄方在當地扶
持的政府表示，烏克蘭對當地一座核
電廠發動無人機攻擊，但反應爐未受
損。

俄國 「塔斯社」 （TASS）報導，
俄方在烏南占領的赫松（Kherson）地
區昨晚到今天也數度傳出爆炸。路透
社無法獨立確認這些消息，烏克蘭官
員也尚未回應。

烏克蘭軍方報告稱俄方發起猛烈
甚至致命的砲轟行動，但俄軍地面部

隊推進的企圖大多沒成功。
烏軍表示，過去24小時已摧

毀17輛敵方車輛，其中有些是裝
甲車，另擊斃上百名俄國軍人。

烏軍在臉書發文說，目前沒有
跡象顯示俄軍在組織特殊攻擊行動
來推展新的攻勢。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
伯恩斯（William Burns）昨天說，
美國估計，俄方迄今在烏克蘭已約
1.5萬人陣亡，可能還有4.5萬人受
傷。

美國表態反對俄羅斯併吞烏克蘭
領土，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昨天在例行記者會上重申：
「以武力併吞他國領土是嚴重違反聯
合國憲章的行為，美國不會坐視不管
，也不會讓這種行為不受懲罰。」

拉夫羅夫則告訴俄羅斯新聞社，
自俄國與烏克蘭今年3月底在土耳其舉
行和平談判、卻未有任何突破以來，
地理上的現實已經改變。

他說： 「現在版圖不一樣了，已

經遠遠不只是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
（DPR）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PR
），還有赫松和札波羅熱地區，以及
一些其他土地。」 他指的是俄軍在頓
巴斯地區以外徹底或部分掌控的領土
。

與此同時，由於擔心俄羅斯透過
管線向歐洲供應的天然氣可能會遭俄
方中斷，歐洲聯盟提醒成員國採取緊
急措施，在明年3月前削減15%的天
然氣用量。

白俄總統白俄總統：：俄烏與西方須避免陷入核戰深淵俄烏與西方須避免陷入核戰深淵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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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憤怒的家長憤怒的家長--德州小學不思檢討教育體系徹底失敗德州小學不思檢討教育體系徹底失敗

【綜合報道】日本核監管機構原子能規制委員會22日召開
會議，正式認可了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水排海計
劃。按此計劃，如果再獲得地方政府同意，東京電力公司將於明
年春天開始排放核污水。

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5月對排放計劃的“審查書”草案進
行了確認，稱內容“沒有問題”，之後進入公開徵集意見環節。
公開徵集到的1200多份意見中有670份是技術層面的意見，包
括對核污水濃度測定和設備抗震方面的擔心等。日本原子能規制

委員會22日對徵集到的意見進行了討論，認為東京電
力公司的應對“妥當”，對其核污水排放計劃予以認
可。

東京電力公司的排放計劃獲得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
會的正式認可，且獲得福島縣等的同意後，將可啟動
排放計劃。共同社早前報導說，排放計劃能否獲得地
方政府的同意將成為焦點。

圍繞福島第一核電站上百萬噸核污水的處理方案，
日本政府於2021年4月正式決定將核污水過濾並稀釋
後排入大海。儘管日本漁業團體等強烈反對這一處理
方案，中韓等鄰國也強烈反對和質疑，日本政府依然
無視反對聲音，計劃於2023年春開始長期向太平洋排
放所謂“放射性物質達標”的核污水。今年4月底，
東京電力公司開始核污水排放海底隧道排水口的施工

，目標是2023年4月完成相關工程。
7月22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

問，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今天舉行臨時會議，正式批准了東京
電力公司製定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染水排海計劃。請問中方對
此有何回應？

汪文斌表示，自去年4月日本政府作出向海洋排放福島核污
染水錯誤決定以來，國際社會以及日本國內民眾的質疑和反對一
直沒有停止。各方普遍關切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可能給太平

洋沿岸國家造成的海洋環境、公眾健康等方面的影響，並就核污
染水排海方案的正當性、日本數據的可靠性、淨化裝置的有效性
、環境影響的不確定性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疑問。

汪文斌介紹，國際原子能機構成立技術工作組，兩次赴日實
地考察評估，迄未就日方的排海方案得出結論性意見，同時還提
出諸多澄清要求和改進意見。中俄兩國向日方提交了聯合技術問
題單，迄未得到日方反饋。前不久，太平洋島國論壇領導人會議
和外長會議也就相關問題表達了嚴重關切。令人遺憾的是，日方
始終對國際社會和日本國內民眾的正當關切和合理訴求置若罔聞
，非但沒有同利益攸關方和有關國際機構進行充分有意義的協商
，反而一意孤行推進排海管道建設和排海計劃審批工作。日方這
種置各方關切於不顧，企圖製造既定事實的做法極其不負責任，
我們對此堅決反對。

“福島核污染水處置關乎全球海洋環境和環太平洋國家的公
眾健康，絕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汪文斌說，中方再次敦促日
方切實履行應盡的國際義務，以科學、公開、透明、安全的方式
處置核污染水，停止強推排海方案，在同利益攸關方和相關國際
機構充分協商並達成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啟動核污染水排海。如
果日方執意將自身的私利凌駕於國際公共利益之上，執意要邁出
危險的一步，必將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付出代價，留下歷史污
點。

在 「德州論壇報」 （The Texas Tribune）公佈了由德州眾議院槍擊案調查委員會所做
的針對烏瓦爾德市（Uvalde）羅伯小學（Robb Elementary School）所發生的槍擊命案的
調查鑑定報告後, 該校董事會召開了會議, 在大屠殺中受害的父母親家長和居民憤怒的與學
校董事會對質，他們呼籲應該解僱該地區的警察局長,家長們還質疑學校將採取哪些新的安
全措施來保護學生，並強調如果校方沒 有給他們一個保證的話, 他們就不準備再讓自己的
孩子重返課堂。

學生家長的憤怒心情與不安憂慮我們絕對可以理解與同情, 但是學校董事會給家長的
回答與態度卻是後令人匪夷所思, 他們不是虛與委蛇，敷衍了事, 就是推拖拉扯, 避責責任,
毫無教育者的擔當與膽識, 顯示出教育體系徹底失敗！

很顯然, 羅伯小學是在槍擊命案的調查鑑定報告公佈之後, 才被動該召開校董事會的,
但是在會議上卻沒有針對家長們所提出的問題給出答案, 以致於 情緒崩潰的家長憤怒的與
學校董事對峙叫罵，並直接發問為何不解僱失職的地區警察局長佩德羅•“皮特”•阿雷
東多? 而他們的答案卻是:” 那將是一個閉門會議的決定。” 對於如何改善校舍環境以防
範悲劇重演? 校董的回覆竟是:” “我們正在等待調查結果來後再研究,這是我們正在考慮
的事情之一。”

改善學校的環境根本就是校方可以直接花錢動手直接去做的急事, 但是校董們卻推三
推四, 胡扯一通,學校董事會竟還建議推遲開學時間，以解決門鎖等安全問題, 真是太可恥
了!

這一次羅伯小學不幸發生美國歷史上第二嚴重的校園命案, 也是近十年來死傷最慘重
的學校槍擊案,19位幼童生與兩位教師冤死於教室內，完全是人謀不臧的弊因, 並且由於警
察嚴重失職所造成的巨大災難, 德州眾議院的槍擊鑑定報讓證明了警察公權力不彰, 而現在
我們從羅伯小學董事會中再次看到了教育體系的徹底失敗, 瞻前顧後,我們只能用”痛心疾
首”四個字來形容內心的失望與悲痛!

日本正式批准福島核污水排海計劃日本正式批准福島核污水排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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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與波蘭達成軍購大訂單韓國與波蘭達成軍購大訂單？？
總價值或高達總價值或高達145145億美元億美元

【綜合報道】波蘭國防部長佈瓦什恰克表示，波蘭將從韓國購買FA-50戰鬥機
、 K-2“黑豹”坦克和一定數量的K-9自行火砲。

路透社稱，布瓦什恰克在接受波蘭當地媒體採訪時稱：“第一份訂單包括180
輛K-2主戰坦克，今年就將開始交付，最終這款坦克將實現在波蘭的本土化生產。
”他補充稱，波蘭還將從韓國購買FA-50戰鬥機和K-9自行火砲。

布瓦什恰克稱，波蘭有興趣購買48架FA-50戰機，第一架戰機將於明年交付。
《防務新聞》則表示，韓國政府、相關軍工企業預計將於7月27日與波蘭國防

部簽署關於一系列武器出口的諒解備忘錄。韓國總統府高層已經就武器出口問題會
見了相關企業負責人，討論了武器出口的數量、價格和交付時間。

《防務新聞》在文章中還介紹了軍售項目的具體細節，並表示如果將上述3款
武器的訂單相加，訂單總額將高達約19萬億韓元（約合145億美元）。具體內容包
括：

波蘭與現代羅特姆公司談判，在2024年前採購180輛K-2主戰坦克，總價3萬
億韓元，截至2030年還將追加購買400輛該型坦克，總價8萬億韓元；波蘭與韓國
航空航天工業公司（KAI）談判，採購48架FA-50戰機，總價3.4萬億韓元；波蘭
與韓華公司談判，採購670門K-9自行火砲，總價約為4至5萬億韓元。

波蘭國防部的一名發言人告訴《防務新聞》:“正在進行的談判不僅涉及軍事裝
備的採購，還涉及工業合作和技術轉讓的問題。”

《防務新聞》稱，如果實現對波蘭的武器出口，這將是韓國防務企業首次打開
歐洲市場的大門，這增加了在歐洲和其他地區達成更多軍購協議的可能性。

歐盟擬推強制性歐盟擬推強制性““節氣節氣””機制機制 多國持強烈保留意見多國持強烈保留意見
【綜合報道】限制一些建築物的供熱、推遲關閉核電站、鼓勵企業削減需求……布魯塞爾週

三提出了一項旨在削減15%的歐洲天然氣需求的計劃以便克服俄羅斯交付下滑帶來的影響。
報導說，為了在不發生重大災難的情況下度過冬天，歐盟委員會準備了一系列舉措從而有助

於歐盟應對可能出現的俄羅斯供應中斷。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宣稱：“俄羅斯使用天然氣作為武器。歐洲需要做好準

備以應對供應完全中斷的情況。”
面對俄羅斯供應的不確定，還需得到成員國批准的布魯塞爾擬定的這一計劃預計每個成員國

將必須“盡其所能”從而在2022年8月到2023年3月期間相比過去5年同時期平均水平削減至少
15%的天然氣消耗。各國需要在9月底前公佈各自的詳細路線圖。像芬蘭、荷蘭等國已經完成了
這個目標。

報導稱，在“嚴重短缺風險”的情況下，布魯塞爾希望能夠激活一種警告機制，其將使得成
員國削減15%天然氣消耗具有“強制性”。

該計劃將在26日由歐盟成員國的能源部長們進行審核。包括波蘭和西班牙在內的多個成員國
對該計劃有強烈的保留意見。西班牙生態轉型大臣特雷莎•里韋拉認為，“我們將反對在努力方
面施加高於與我們相對應的義務”，這一措施既“不公正”也“無效率”。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弗蘭斯•蒂默曼斯則警告稱，需要“現在就行動”從而不必“在更具災難
性的情況下在緊急中”這樣做。

馮德萊恩認為，歐盟每年的天然氣消費量減少約450億立方米是可能的。作為對比，俄羅斯
2021年向歐盟提供了約1550億立方米天然氣。

2021年10月11日，张志勇结束了三年九个

月的刑期，从北京市某监狱出狱。

出狱当天，张志勇去了趟超市买牙膏、牙刷

。进超市需要扫北京健康宝登记，他之前没用过

，站在超市门口捣鼓了半天。

张志勇今年55岁。2000年，他因为吸毒被

行政拘留15天；2004年开始，因贩卖毒品3次入

狱；2018年因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第4

次入狱。

“结果还真戒不掉”

张志勇的父母开有一家纸类印刷公司，因此

他和3个兄弟姐妹从小便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张志勇高中毕业后就进了自己家公司做销售

工作，因“销售业务做得很红火”，到1993年便

出来单干。新公司生意不错，他挣了不少钱，家

里的公司则由姐姐独挑大梁。

1996年，张志勇从朋友那里得知，北京有家

酒吧的生意不景气，老板想转手。他没想太多就

投身到了这个和印刷行业千差万别的行业里。

接手酒吧不久，张志勇有个朋友一直在他旁

边吸食毒品，他有点抵触又有点好奇：“我劝朋

友不要沾这个东西，但我不信我戒不掉。我就去

尝，结果还真的戒不掉。”

起初，吸毒并没有给张志勇带来经济压力，

2000年他还多次自费去戒毒所。但每次出了戒毒

所，张志勇没忍住又复吸毒品。

“当时厌倦了整天抽完无所事事的生活，好

多次尝试自己戒毒也没戒掉。”直到后来，家里

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兄弟间的关系也在逐渐变

差，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张志勇不得不面临经

济问题。

2004年，张志勇以贩毒赚差价，随后几年因

犯贩卖毒品罪3次入狱，每次的刑期在一年六个

月至一年不等。

2017年1月，张志勇因经济窘迫再次贩毒。

2018年1月，民警将其抓获。同年4月27日，北

京市顺义区法院以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

判处张志勇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4000

元——这是他第四次入狱。

面对记者，张志勇说，亲人的不待见、经济

条件变差，让他对出狱后所要面对的现实世界感

到焦虑。

2021年 10月，北京市朝阳区垡头司法所接

到了监狱传来的消息：张志勇在垡头街道为“空

挂户”，出狱后将没有住所、没有收入、没有亲

人接纳，属于“三无人员”，因此需要街道重点

给予安置和帮扶。

为此，垡头司法所协同街道民政科、社保所

和社区居委会，共同落实张志勇的低保待遇申请

办理和发放临时救助金问题。

重回现实世界

在张志勇公租房申请获批前，垡头街道司法

所工作人员带领社区居委会干部给他找了一个临

时住所，还从专项预算中出资近万元作为他4个

月的公寓临时租住

费用。

2021 年 11 月，

张志勇的低保待遇

到位，他每月能拿

1170 元，次年 2 月

起 ， 每 月 还 能 领

2500 元的住房补贴

。

张志勇现在每天

生活很规律，早上

五六点起，给几个

老友的微信发“早

安”，然后出门买

早餐。回到家能干

的事情也不多，洗

洗衣服，收拾收拾

屋子，打开电视看

新闻。

最近，张志勇又

捣鼓注册了个微博

账号，关注的东西

很多，“就想看看

大家都在说些什么”。他告诉记者，自己比较常

看的是教做人道理的文字，比如：“人生实苦，

唯有自渡。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你，

除非那个人是你自己”。

重新与社会接轨的这半年里，长久困扰张志

勇的不仅有经济压力，还有失眠。

张志勇开始去社区医院开安眠药，最初一天

吃3片，后来慢慢地给自己减量到2片。在这期

间，他发现自己“不爱说话”“封闭自己”“死

钻牛角尖”“不爱动弹”。

张志勇在新的住处住了小半年，一直没认识

其他人。“刚回来那阵儿我都不会交流了，自己

就在家憋着。等到憋了有4个月，突然意识到这

样下去不行，就强迫自己要去交流。”他说道。

张志勇第一个见的人是一位20年没见的朋

友，也是以前的生意伙伴。两人一见面，朋友便

问道：“你说你这么多年干吗去了？”张志勇避

讳着几次入狱的经历，含含糊糊地应付过去。

张志勇觉得自己和这位老友思想上有距离了

，但他也说不清是哪里不一样了。

张志勇觉得自己的性格也变了很多。他年轻时

是个暴脾气，很容易被他人的一句话激起怒火。

“现在经历了一些事，脾气没以前那么暴躁了。”

第四次出狱后，张志勇不是没想过自己挣点

钱，但年纪上来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刚出

狱的时候走个一百来米都大喘气，现在每天晚上

我就在小区里遛弯锻炼身体。”

他也问过一些朋友，缺不缺帮手。有的说缺

，但在另一个城市，张志勇觉得自己很难适应就

没去。

还有一个哥们儿想让他帮着搞房地产，张志

勇把握不准，便把这事告诉垡头司法所所长王久

全。

王久全则很严肃地帮他分析：“干房地产有

门槛，你也没有本钱，喊去帮忙是要你做些什么

？万一又干赔了怎么办？”张志勇想想觉得有道

理，也就断了这个念头，毕竟他之前也吃过亏。

被消磨的亲情

说到自己的亲人，张志勇觉得最遗憾的是，

因为在狱中服刑，自己错过了见姐姐的最后一面

。

四姐弟中，张志勇和姐姐的关系最为要好，

姐姐的孩子是他以前用积蓄送出国留学的。2010

年，张志勇的姐姐病逝，不仅让整个家分崩离析

，公司也彻底地垮了。

姐姐病重期间，张志勇在狱中和她通过一次

电话，当时怕打扰姐姐休息也没多聊。事后回忆

起姐姐去世那晚，张志勇说自己仿佛有感应到，

“在狱中跟个神经病一样，坐都坐不住”。

可惜的是，家里人不知道大姐病危时可以让

张志勇申请特许离监探亲，他也因此错过了见姐

姐的最后一面。

至于两个哥哥，张志勇有7年没见过他们了

，电话也很少打。张志勇觉得哥哥们不讲亲情，

在他出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无人伸出援手。但他

的两个哥哥异口同声地跟王久全说过，给他两三

百元没问题，多了就不行了。“他吸毒就是个无

底洞，之前也给过他三五千元的，但一天就被他

花光了。”

其实，张志勇的二哥也没有他所说的那般不

近人情。张志勇刚出狱的时候，王久全给他二哥

打过电话，让他寄送张志勇办低保需要的材料。

二哥很配合，第二天一早就复印好材料，送到了

居委会。因为户口信息有更新，二哥后来又跑了

一趟派出所，改信息、重新寄材料。

王久全觉得，两个哥哥不是不想帮张志勇，

只是多年下来，亲情被一次次的失望消磨没了，

而这说到底还是和张志勇吸毒有关。

张志勇说，自己最后悔的就是在毒品这方面

过于自信，“我都不敢想如果没有吸毒，自己会

是什么样子。当时一起干的商业伙伴好多都抓住

了机遇，现在过得很好，而我那时毒瘾一犯，什

么都不想干，也无法思考。”

这次出狱，张志勇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把毒戒了

，“没有那些想法了，只想过好眼前的日子”。

当记者问他，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跟读者说的

，他只说了一句，“千万别沾毒品”。

第四次出狱之后他说：“千万别沾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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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外長訪日會見日本政要韓外長訪日會見日本政要
【綜合報道】韓國與二戰被徵勞工問題和慰安婦問題有關的多個市民團體在首爾召開記者會

，批評外長樸振訪日的安排，稱其為“屈辱外交”。
據日本共同社7月22日報導，這些市民團體的代表在記者會上批評韓國外長樸振訪日，他

們表示，樸振在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外相林芳正的會談中表現“屈辱”。市民團體還強調稱，
在歷史問題上“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立場發生了對調”。

支援勞工訴訟原告的“民族問題研究所”對外合作室長金英丸評論稱，韓國政府方面拼命提
出解決方式，而日本政府卻反應冷淡，認為樸振擺出了“對日本政府乞求的態度”。金英丸還表
示，“受害者在獲得（勝訴）判決之前花費一生為恢復尊嚴而戰”，如今原告們也對韓國外長此
行感到失望。

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在日本拜會了日本政界人士，協商韓日關係改善方案。之後，樸振前往
日本自民黨總部弔唁日前遭槍擊去世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並同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舉行會
晤。

在樸振與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的會談中，樸振就二戰時期被日強徵勞工索賠問題表示，韓方
將爭取在涉案日企在韓資產被變現之前尋求有效解法。林芳正也表示，雙方應基於1965年兩國
邦交正常化以來構築的友好關係繼續發展日韓關係，為此有必要解決強徵勞工等問題。

兩國外交部門在會談結束後發表的報導資料中表示，雙方就有必要儘早解決二戰時期被日強
徵勞工索賠問題達成共識。

印執法局因洗錢指控傳喚索尼婭印執法局因洗錢指控傳喚索尼婭••甘地甘地
國大黨稱政府濫用權力國大黨稱政府濫用權力

【綜合報道】專門負責打擊國內經濟犯
罪的印度執法局（ED）傳喚了反對黨國大黨
主席索尼婭•甘地，準備就一項洗錢指控對
其發起調查，此案被印度媒體稱為“《國家
先驅報》案”。

據印度亞洲國際通訊社（ANI）等媒體
21日報導，在兒子拉胡爾•甘地和女兒普里
揚卡•甘地的陪同下，索尼婭於當天下午1
點左右出現在位於首都德里的印度執法局。

據法新社和印度媒體7月21日報導，該
指控源於印度人民黨資深議員斯瓦米（Sub-
ramanian Swamy）2013年提起的訴訟，斯

瓦米指控索尼婭及其家人濫用國
大黨資金，收購《國家先驅報》
，以及這家報社持有的價值極高
的地產。

據《印度斯坦時報》報導，由
於經營不善，《國家先驅報》紙
質版於2008年宣布停辦，2016年
，《國家先驅報》又以在線方式
重新出版發行。目前《國家先驅
報》為索尼婭和拉胡爾發起的非
營利組織“青年印度”（Young
Indian Pvt Limited）所擁有，兩
人各持有“青年印度”38%的股
份。

2015年，德里高等法院因“《國家先驅
報》案”傳喚過索尼婭和拉胡爾。 2021年2
月，德里高等法院再次向兩人發出通知，要
求他們回應斯瓦米的指控，並在初審法院就
此事提供證據。

另據亞洲國際通訊社和印度報業托拉斯
報導，去年晚些時候，印度一家初審法院確
認稅務部門根據斯瓦米的指控，對“青年印
度”發起了調查。

斯瓦米指控甘地家族欺詐性收購《國家
先驅報》出版方的資產，並轉移給“青年印
度”。 “青年印度”僅支付500萬盧比（約

合人民幣42.4萬元），就獲得了追討《國家
先驅報》欠下國大黨的9.025億盧比（約合人
民幣7648萬元）債務的權利。

甘地家族則否認上述指控。國大黨稱，
“青年印度”只是一家非營利組織，既不能
增加利潤，也不能向股東支付股息，不可能
存在洗錢行為。

綜合印度媒體報導，執法局上月也曾傳
喚索尼婭，但由於當時她因感染新冠病毒正
在醫院接受治療，執法局被迫推遲了對她的
訊問。當時接受問訊的是擔任國大黨議會黨
團領袖的拉胡爾，拉胡爾上月在5天的時間
裡接受了超過50個小時的訊問。

據了解，拉胡爾在法庭上的立場是，由
於“青年印度”的非營利性，他本人和家人
沒有從中獲得任何資產，並且，為《國家先
驅報》重新發行而做出的各種財務決策也是
由國大黨領導人集體通過的。

印度執法局目前正在調查“青年印度”
和《國家先驅報》出版方的持股模式和金融
交易過程，以及國大黨工作人員在兩者運作
中的作用。
國大黨群起譴責

7月21日，國大黨通過推特表態稱，印
度的國家機構“不能成為印人黨仇恨政治的
馬前卒，需要停止濫用（執法局）攻擊反對

派的行為”。
據法新社報導，數名印度反對黨領導人

於7月21日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印度執法局
的此項調查。聲明指責莫迪政府“通過惡意
濫用調查機構，對其反對者和批評者發起了
無情的打擊”。

聲明還說，莫迪政府“蓄意將一些政黨
的重要領導人作為攻擊目標，並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對其實施騷擾”。

另據“今日印度”7月21日報導，為抗
議傳喚國大黨主席的行為，國大黨黨工計劃
在德里發起大規模抗議，但德里警方表示相
關活動並未得到批准。然而，德里警方也已
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上月印度執法局傳喚拉胡爾時，國大黨
發起過類似的抗議，當時一些黨內高級領導
人均趕赴德里參加了相關活動。

據亞洲國際通訊社報導，國大黨籍議員
迪彭德•胡達（Deepender S Hooda）表示
，國大黨舉行的是和平抗議，“他們不能壓
制我們的聲音”。

正在新德里的國大黨籍拉賈斯坦邦首席
部長阿肖克•格洛特（Ashok Gehlot）也譴
責了印度執法局的這項調查。他還表示，鑑
於索尼婭年逾七旬，印度執法局本該前往其
住處進行調查。

AA44要聞
星期一       2022年7月25日       Monday, July 25, 2022



AA55星期一       2022年7月25日       Monday, July 25, 2022

美南副刊

要聞

歐洲議會通過數字法案限製不正當競爭行為

近日，歐盟近 20 年來在數字領

域最重大的立法努力出現新進展。

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分別通過了

《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

這兩部法律還有待歐盟最高決策機

構——歐洲理事會的批準，並經歐洲

議會議長、歐洲理事會主席簽署後

方能生效。

輿論分析稱，歐盟推出《數字服

務法》與《數字市場法》的目標是限

製谷歌、推特、Meta等科技巨頭。歐

盟方面則表示，這兩部法案旨在規範

數字市場秩序，限製科技巨頭的不正當

競爭行為。

劍指科技巨頭軟肋
7月 5日，《數字服務法》在歐洲

議會全體會議投票中以539票贊成、54

票反對、3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獲得通

過，《數字市場法》則以 588 票贊

成、11票反對、3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

獲得通過。

這兩項法案各有側重，但均劍

指科技巨頭的軟肋。《數字服務法》

規定，在歐盟經營的大型門戶網站

和社交媒體公司必須加強對非法內

容的審查和用戶數據的保護，及時

刪除非法和有害的在線內容，包括

仇恨言論、虛假信息和假貨交易信

息等。總體來說，《數字服務法》

旨在更好地保護消費者及其在線基

本權利、為在線平臺建立強有力的

透明度和明確的問責框架，以促進

歐盟內部市場的創新、增長和競爭

力。此外，法律推出後，科技巨頭

也無法再托庇於舊有的「避風港原

則」(即網絡平臺不對其用戶發布的

內容承擔責任)。

《數字市場法》規定，提供社交網

絡、搜索引擎等「核心平臺服務」的科

技巨頭被認定為「看門人」企業，在開

放性、廣告投放、用戶權益等方面需接

受嚴格的市場監管。具體來說，被認定

為「看門人」的科技巨頭不能濫用市場

支配地位打壓其他競爭企業，不能未經

用戶許可強行推送廣告或安裝應用軟件

等。

相較而言，《數字服務法》側重

從內容及形式等方面規範數字企業提

供的服務，以此更好保護歐盟消費者；

《數字市場法》旨在規範數字市場，

尤其是數字企業之間的競爭，避免跨

國科技巨頭憑借壟斷優勢在歐洲市場

過度擴張。

違反上述兩項法案的企業都將被

處以 巨 額 罰 款 。 其 中 ， 違 反 《 數

字服務法》的企業可被處以全球營

業額 6%的罰款，在屢次嚴重違規的

情況下，還可被禁止在歐盟單一市

場內運營；違反《數字市場法》的

企業將面臨高達其全球年營業額 10%

的巨額罰款，再犯可處年營業額 20%

的罰款，系統性違規可能面臨重組

等監管要求。

兩項法案落地不易
目前來看，自2020年這兩項法案的

草案被提出以來，立法過程並非一帆風

順。

近年來，歐盟內部數字市場被美國

科技巨頭嚴重擠壓。長期以來，歐盟都

希望對這些企業把控客戶數據、肆意推

廣廣告及服務等涉及壟斷的經濟行為進

行規製。

在這一背景下，2020年，歐盟推出

《數字服務法》及《數字市場法》草案

。這兩項法律草案代表了21世紀歐盟互

聯網立法的首次重大改革，旨在助力構

建更加安全的數字環境、保護用戶基本

權利、建立公平競爭環境。

歐盟委員會負責競爭事務的執行副

主席瑪格麗特· 韋斯塔格直言，《數字

服務法》及《數字市場法》旨在扭轉亂

象、恢復秩序，約束在市場中占主導地

位的網絡「看門人」企業。

不過，看似得到歐盟方面力推的

《數字服務法》及《數字市場法》，要

想最終「落地」，屬實不易。

首先，法案在立法過程中遭到美國

科技巨頭的反對之聲，而這其實並不出

人意料。谷歌、推特、Meta等科技巨頭

各盡所能削弱法律草案的威力，並呼籲

歐盟監管機構出臺「不會讓創新速度放

慢的恰當、均衡的法規」。

其次，歐盟內部對法案的出臺也

有諸多顧慮。一些國家擔憂法案可能

影響自身對美國科技企業投資的吸引

力，還有一些聲音認為，加強市場監

管可能阻礙歐洲數字經濟的創新。因

此，兩項法案均遭遇不小阻力。直到

今年 3 月和 4 月，歐盟成員國與歐洲

議會的成員代表方才分別就這兩項法

案達成了一致。

此次歐洲議會表決通過後，兩項法

案還需通過歐洲理事會的批準，並經歐

洲議會議長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簽署後，

方能在歐盟官方公報上公布，並在公布

20天後生效。此外，生效後還將有一定

過渡期才會正式應用。

有媒體預計，《數字服務法》和

《數字市場法》大約將於2024年1月前

後生效實施。

「組合拳」 蓄勢出擊
事實上，在數字領域遏製科技巨頭

的不當行為已成為近年來各國的重要立

法活動。此前，歐盟及其成員國就曾多

次出臺監管和罰款措施，對互聯網巨頭

進行規製。而《數字服務法》和《數字

市場法》是歐盟近20年來在數字領域的

最重大立法，提供了一套統一的歐盟數

字規則。

一些歐洲議會議員認為，《數字服

務法》和《數字市場法》具有裏程碑意

義，將組成一套蓄勢出擊的「組合

拳」，約束谷歌、推特、Meta等科技巨

頭的權力。

由此可以預計，這兩項法案實施

後，歐盟與美國科技巨頭的博弈將更

為激烈。

據悉，為在《數字服務法》和

《數字市場法》生效後更好地推進法

律的實施，歐盟各成員國都將任命一

名數字服務協調員，與歐盟機構協作

開展監督工作。此外，瑪格麗特· 韋斯

塔格已經建立一個《數字市場法》工

作組，預計將有大約80名官員加入。

歐洲議會議員安德裏亞斯· 施瓦布猶嫌

不足，呼籲成立一個更大的特別工作

組，以「對抗大型科技公司的雄厚財

力」。

目前來看，與2010年歐債危機中出

臺《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在歐洲

中央銀行下設立監管機構以加強監管系

統重要性如出一轍，《數字服務法》和

《數字市場法》也必然會在強化數字市

場監管和推動平臺合規建設的同時，為

歐盟單獨設立針對大型數字平臺的監管

機構提供支撐。

分析人士指出，從一定程度上講，

歐盟相繼出臺兩項數字法案，對全

球加快數字經濟立法、保護消費者

及規範市場競爭具有積極作用。不

過，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歐盟對美

國科技巨頭的強監管法律及後續配

套措施落地，勢必加大歐美之間的

貿易摩擦，使歐美乃至全球貿易前

景更趨復雜。

綜合報導 新

加 坡 投 資 公 司

淡 馬 錫 控 股 表

示 ， 鑒 於 全 球

經 濟 增 長 前 景

不 明 朗 ， 該 集

團 在 接 下 來 這

個 財 年 將 放 慢

投 資 步 伐 。 據

了 解 ， 淡 馬 錫

控 股 在 截 至 今

年 3 月底的 2022

財 年 投 資 組 合

凈 值 達 創 紀 錄

的 4030 億 元 ，

比 前 財 年 增 加

220 億元，一年

期 股 東 總 回 報

率為 5.81%。

具體來說，

據淡馬錫控股周

二(7月12日)發布

的 2022財年年報

顯示，其10年期

和20年期股東總

回報率分別是7%

和8%。該集團上

財年的投資交易

維持活躍，投資

額為 610 億元，脫售額是 370 億元。

在 整 體 投 資 組 合 中 ， 金 融 服 務

(23%)、交通與工業(22%)以及電信、

媒體與科技(18%)是占比最高的三大

領域。按區域市場劃分，淡馬錫的投

資組合繼續紮根於亞洲(63%)，新加

坡(27%)和中國(22%)繼續是占比最高

的兩個市場。

著眼於長期發展趨勢以及各行業

的機遇，淡馬錫繼續關註消費、媒

體與科技、生命科學與農業食品，

以及非銀行金融服務領域的企業。

在 2022 年，這些領域的投資占整體

投資組合 33%，相較 2011 年 5%，已

顯著增加。

對於未來的投資機會，淡馬錫高

管周二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由於全

球增長放緩、通脹上升以及俄烏沖突

造成的經濟混亂，該集團預計其投資

將放緩。

淡馬錫首席投資官Rohit Sipahima-

lan表示，全球經濟放緩可能會延續到今

年，甚至2023年，並稱：「我們比一年

前更謹慎了。經濟前景看起來不太好。

我們認為市場會進一步下滑。」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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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2井：中国第一口超深井——6011m

7002井又叫女基井，它是研究地层、地震以及油气

资源的重要参照井，在我国石油钻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它于1971年开钻，1976年停钻，井深6011米。7002

井钻探成功，创造了当时国内“三个第一”——第一口

超深井；第一口采用美国边际负荷法设计套管柱的井；

第一口成功利用静止高温高压凝结试验方法进行固井的

井。这口原计划打到7002米并以此命名的深井，因为其

6011米以下都是岩浆岩，并不储存石油，所以就决定不

再钻探了。虽然不再产油，通过这6011米的井深，人们

了解到四川盆地下有丰富的盐卤、黑卤、黄卤等资源，

地矿部门还研究出四川有18个层位可以开采天然气，每

层位500米至1000米不等。7002井是特殊历史时代的见

证，是“超英、赶美、追苏”口号下的直接产物，如今

的7002井，仍矗立在旗井村，向世人展示着那段光辉而

又不平凡的历史。

中国第一口超7000米超深井“争气井”——7175m

新中国第一口超7000米超深井——关基井坐落在四

川省绵阳市梓潼县观义镇池塘村，三年探钻7175米，使

我国跃入当时世界深井钻探的先进行列。上世纪七十年

代，世界上能钻7000米以上超深井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

联。钻超深井需要多项科技的支撑，体现的是大国深度

，每向下一米，都是在深层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新挑战

！

毫无疑问，这是一口科研井，一边钻探一边进行技

术攻关。也是一口“争气井”，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

为中国人民争气。这口深井是由当时川西北矿区7001钻

井队承钻，1974年12月17日开钻，1977年12月4日完钻

。钻井队先后战胜高温、高压、盐水层、石膏层、垮塌

层等一系列技术难关。取得了川西北地区白垩系-二叠系

完整可靠的地质剖面，开展了7项录井，取得了33项资

料，334514个数据，发现了32个油、气、水显示和气测

异常段，为川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打开了新局面，为研究

川西北-川中过渡带的石油地质情况提供了“一手”资料

。

中国轮探1井——8882m

我国目前最深的井是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轮探1井，井

深8882米，刷新了亚洲陆上第一深井纪录（于2018年6

月28日开钻），实现了钻探“地下珠峰”的梦想，更标

志着塔里木盆地超深层勘探取得重大突破，为高效勘探

开发我国超深层油气、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塔里木盆地被认为是世界油气勘探难度最大的地区之

一，目前在我国西部边陲已建成3000万吨大油气田和300

亿方大气区。4年间油气产量净增644万吨，相当于每年

新增一个百万吨级大中型油气田。累计向西气东输供气

超3000亿方，折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亿吨。塔里木油

田不断挑战深地极限，2022年5月19日，设计斜深达

9186米的塔里木油田满深10井鸣笛开钻，钻井深度将超

越轮探1井。满深10井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新疆沙雅

县境内。这里地质构造异常复杂，是世界级勘探“禁区

”。这口井的钻探目的是进一步探索富满油田的奥陶系

储层的发育情况、含油气性与流体性质，以实现该断裂

带的勘探发现。

德国KTB深井——9100m

大陆超深钻曾是冷战时期地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一

项工程。德国是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设计和实施以科学研

究为目标的大陆超深钻的国家。在1981年“联邦德国大

陆超深钻计划”研究报告发表后，1986年在巴伐利亚州

东北部的上普法尔茨地区（德语：Pfalz）选定了超深钻

井位，并于1987-1989年先在距主孔200m处打了一口

4km深的试验井。1990年，德国大陆深层钻探计划（KTB

）在巴伐利亚州启动，主研究孔正式开钻，已于1994年

11月终孔，终孔孔深9.1km，它是世界第一口使用自动垂

直钻井系统（VDS）的井，并且建立了世界最先进的深

井长期观测系统。

美国巴登-1井——9159m

美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要钻四百多

个4500m以上的深井。随着钻井技术的不断发展，钻井

速度也不断加快。据对美国和加拿大1049口井的统计，

4500米以上的深井，美国平均钻井时间为75~200天，加

拿大为190天。且在超深井钻井技术领域美国依然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早在1972年，美国就完成了世界第一口特

超深井巴登-1井，井深9159米。

科拉超深井——12262m

一片摇摇欲坠的建筑物，一个沉重生锈的井盖，一

圈牢牢钉着的螺栓，在俄罗斯科拉半岛（The Kola Pen-

insula ），这个临近挪威国界的荒原之中，仿佛封印了什

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没错，它就是震惊了上个世纪的科拉超深钻孔，是

苏联在科拉半岛 （Kola Peninsula）设立的科学钻探项目

。于1970年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时开钻，与登月任务

一样，超深钻探所需的技术必须从头开始摸索。由此大

国之间也悄然展开了一场地球钻探的竞赛，在冷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钻探计划，试图穿过

地壳，接近地球中心。

位于北极圈深处的科拉半岛上，拉开了钻探工作的

序幕。第一阶段的钻探，设计钻探5000米，实际已达到

了7263米。这也使之成为设备达到的最深纪录，也让科

拉超深钻孔一举成为了当时欧洲最深的钻孔。第二阶段

钻探，科拉超深井就打破了之前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伯

沙罗杰斯（Bertha Rogers）超深井保持的9583米的记录

，正式成为当时（1979年）世界上最深的超深井。钻探

工作一路高歌猛进。1983年，该井达到了12000米，超越

了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1989年，科拉超深钻孔

首次达到了它的最大井深——12262米。钻探工作在1992

年停止。虽然停钻了，但此后针对科拉超深井的资料和

数据研究仍持续了数年，直到2006年资金耗尽。2008年

，该地址被废弃，科拉超深钻孔被牢牢封严，一代传奇

终于落幕。

阿肖辛油井——12289m

位于中东地区的卡塔尔阿肖辛油井（Ashokine），

其井深达到了12289米，是2008年的时候在卡塔尔地区

所钻出的，其纪录在2011年的时候被位于俄罗斯地区的

Odoptu OP-11油井12345米所打破，因此沦落为世界第

二深的钻井。

Odoptu OP-11油井——12345m

随着全球超深井技术的不断突破，埋深超过万米的

油气田不断发现。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而且对地

下深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位于俄罗斯库页岛上

的Odoptu OP-11油井，其井深达到了12345米。一举打

破卡塔尔的阿肖辛钻井所保持的12289米记录，凭此纪录

坐上了当年（2011年）“世界第一油井”的宝座。但是

该钻井绝大部分为水平段，其垂深仅为1784米。

萨哈林Z-44号油井——12376m

2012年，Z-44 Chayvo油井创下了井深12376m的最

新记录，比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还高出3000多米。埃

克森石油天然气公司发布了下面这张图告诉我们，世界

上的地下油田有多深，井深达到40000多英尺，几乎相当

于15座全球最高摩天大楼Burj Khalifas的高度，也等于

世界记录的热气球飞行高度的2倍（1英尺=0.3048 米）

。

随着石油需求的增长以及技术的不断发展，自上世

纪5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钻探更深的油气井，

石油钻井的深度也不断刷新记录。目前，世界上最深的

油井属于埃克森石油天然气公司（Exxon Neftegas Ltd

），于2017年11月在库页岛萨哈林-1号项目实施的鄂霍

次克海Chaivo油田Orlan平台所完成的“世界之最”钻井

，井深达15000m。

萨哈林-1号项目可谓“超深井专业户”。自2003年

萨哈林-1钻井项目开始钻井以来，已创造了多项世界超

深井纪录。在其众多超深井世界纪录的背后，更是巨大

的回报。萨哈林-1号项目目前共包含Chayvo、Odoptu和

Arkutun-Dagi三个油田，高达23亿桶石油和4.84×1011m3

的天然气。

世界井深排行，最后一个超乎想象！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石油等主要能源的需求逐年

递增，全球能源逐年短缺，

油气田的采掘也逐步向深层

发展，促使深井、超深井的

钻探技术不断发展。一般来

说，4500m 到 6000m 的井深

为深井，6000-9000m为超深

井，超过9000m为特深井。

从 4500m 深井到 6000m 超深

井的钻井实践，人类经历了

约 11 年时间（从 1938 年到

1949年），从6000m超深井

到9000m特深井实践经历了

23年时间（从1949年到1972

年），从 9000m 特深井到

12000m特超深井人类实践经

历了约12年的时间（从1972

年到1983年）。

经过漫长岁月，目前世

界上钻深井、超深井的国家

有80多个，其中，美国、前

苏联、德国的超深井钻井技

术装备和综合技术水平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人类如今可

以离开地球，建立空间站，

踏上月球，向上探索几十万

公里远的地方，而向下的探

索又进行到哪一步了呢？让

我们一起看看这些不断“突

破极限”的超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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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上海市愚园路一家咖啡店
内，店员为顾客制作咖啡。

新华社记者丁 汀摄

▲ 今年2月，首家“邮局咖啡”在福建
省厦门市开业，吸引顾客前来打卡。图为
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的邮局咖啡。

中国邮政集团供图

到加油站买杯咖啡、在
药材店品尝咖啡、约在邮局
喝咖啡……咖啡饮用的场
景变得越来越丰富。这背
后，是不同领域“跨界”选手
纷纷涌入咖啡赛道。

李宁、同仁堂、狗不理、
中国石化、中国邮政……不
少知名企业高调涉足咖啡
产业。咖啡业的吸引力为什
么这么大？跨界者入局将对
咖啡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知名企业“跨界”卖咖啡

去邮局不是寄信寄包裹，而是喝咖啡——今年6月，中国邮政
旗下的邮局咖啡首家校园店在东南大学正式开业，吸引许多师生
慕名前来“打卡”。

“咖啡味道不错，店内装修也很养眼。”东南大学博士生李文栋
在体验后感到满意。“咖啡厅开在邮局里，这样的‘跨界’很有趣。校
园生活圈不大，生活节奏快，大家需要这样的空间。很多师生探店之
后认为值得再次前往。”李文栋说。

“跨界”咖啡业，中国邮政只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咖啡赛
道先后有运动品牌李宁申请注册“宁咖啡 NING COFFEE”商标，
天津狗不理成立咖啡相关企业，华为申请咖啡类商标等。还有一些
跨界选手捷足先登，包括加油站、药铺等，如中石油的“好客咖啡”、
中石化的“易捷咖啡”、同仁堂的“养生咖啡”。此外，一些餐饮企业
也推出各自的咖啡品牌，如麦当劳的“麦咖啡”、肯德基的“K咖
啡”。

企查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咖啡相关企业近 16万家。近 5
年，中国每年新增咖啡相关企业2万余家。2021年，中国新增咖啡
相关企业2.59万家，同比增长15.31%。美团发布的《2022中国现制
咖啡品类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1日，国
内共有咖啡门店11.73万家，在疫情影响下仍保持着较快增速。这其
中，就包括大量“跨界”企业。

这些“跨界”咖啡表现如何？在北京市一家中石化加油站易
捷便利店内，咖啡柜台紧邻着加油站收银台。“顾客群来自加油的
车主，他们大多选择外带。”易捷咖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使用银
行卡、手机支付油款的车主都会到收银台扫码或刷卡，为咖啡柜
台引来客流，其中一部分会顺便买杯咖啡。

采访中，多家“跨界”企业强调，进入咖啡领域意在长远发展，
不是简单地推个“联名款”。以“两桶油”为例，易捷咖啡立足中石化
加油站近3万家易捷便利店，精心设计产品，推出“92号”黑白咖
啡、“95号”时尚特饮、“98号”精品系列等3种系列产品。好客咖啡
则按不同地区的便利店场景，打造现磨咖啡、自助咖啡机、即饮咖
啡、冻干咖啡等4条产品线，2021年就实现产品销售收入超1亿元。

跨界者也有不少创新布局。麦咖啡去年推出了新能源可移动
咖啡车，不仅在北京、广东等地取得良好效果，还开进北京首钢
园，为服贸会提供便利保障服务。按照麦当劳的规划，预计到
2023年，全国将有超过4000家麦咖啡。

构建更多“咖啡+”消费场景

咖啡行业为何迎来众多跨界者？
快速增长的咖啡消费市场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近年来，中国消

费者对咖啡的消费习惯逐渐形成并巩固。以城镇中高收入群体为代
表，消费意愿高、品牌黏性强的咖啡爱好者队伍不断壮大。有机构发
布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咖啡市场规模约为3817亿元，并有望于
2025年达到1万亿元左右。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国内咖啡消费者规模
已突破3亿人。

从细分品类看，现制咖啡行业迎来发展热潮。美团《报告》
显示，2021年，中国现制咖啡市场规模达89.7亿元，美团外卖平
台咖啡品类订单同比增长178.7%，远超茶饮、中式糕点、螺蛳粉
等品类。同时，中国现制咖啡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今年规模在
300-500家的连锁品牌旗下门店数大幅增长，大中型连锁品牌发展
迅速。

众多企业进入咖啡赛道并非盲目跨界。便捷、优惠、场景，

被视为影响消费者到店率的三大因素。而许多跨界者在便捷、场
景等方面显然“赢在起跑线”。

据了解，便捷的位置是多数消费者光顾线下咖啡店的首要考
虑因素。美团《报告》显示，在消费者选择到店自提的原因中，
“顺路自提”以79.57%居首位。而加油站、邮局等跨界者在门店扩
张、进军下沉市场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中，中国邮政坐拥近
9000个揽投部、5.4万个营业支局所和42万个信息系统完善的邮乐
购站点资源，网点遍布全国各地。中石化、中石油加油站便利店
也拥有类似优势，网点数量大、密度高，便于对目标消费者引
流。推出咖啡业务时，这类企业所需要的租金、用工等边际成本
也较低，在新赛道能做到进退自如。

场景拓展方面，跨界者立足主营业务，构建更多“咖啡+”消
费场景。

近几年，中国咖啡消费场景在时间和空间上日益丰富多彩，
其中“咖啡+早餐”崛起势头明显。美团的数据表明，2021年咖啡早
餐时段订单分布占比提升 2.3个百分点。在跨界者影响下，“上班
路上给车加油，顺便喝咖啡”“早上逛完菜市场，来一杯咖啡”等消
费场景应运而生。

易捷咖啡工作人员介绍，其营业高峰在早餐时段，“附近有不
少写字楼，很多上班族在通勤途中加油时，会顺便购买咖啡和早
餐。”天津狗不理旗下高乐雅咖啡“咖啡+包子”、浙江宁波菜场咖
啡“咖啡+油条锅贴”等模式，也在当地消费者中获得不少好评。

老字号同仁堂开创了“咖啡+养生”消费场景。在北京市朝阳区
一家同仁堂“知嘛健康”咖啡店内，顾客小李告诉记者，自己是第
一次来该品牌咖啡店，“养生咖啡这个概念很新颖。店内环境也不
错，传统药铺内饰，草药幽香别具一格。陈皮、枸杞、罗汉果等
中药搭配咖啡，味道出人意料地好。”

深度渗入居民日常生活

众多知名企业进军咖啡业，折射出中国咖啡消费快速升级的
新趋势。

据了解，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并风靡一时的咖啡品
类是速溶咖啡，并一度占据超95%的市场份额。“速溶咖啡曾是大
众眼中的高级货，民航客机、涉外酒店都会提供。喝速溶咖啡属于
高消费，黑罐的咖啡配上白罐的‘咖啡伴侣’，甚至有人喝完后舍不
得扔罐子。”“60后”王斌向记者回忆起青年时代购买速溶咖啡的经
历。

目前，速溶咖啡仍占据中国咖啡消费市场70%以上的份额，
具有价格实惠、便于保存、冲饮快捷、在传统商超根基深厚等特
点。但从市场趋势看，速溶咖啡发展步伐已明显放慢，市场的增
量主要来自现制咖啡，这也正是跨界企业集中踏入的领域。2021
年中国咖啡豆进口量达12.27万吨，同比增长约74%，其中生豆进
口总量10.6万吨，占总进口量约86%，同比增长约87%。咖啡进口
贸易的便利化，为现制咖啡行业带来利好。

从一线城市白领到“小镇青年”，年轻消费者对现制咖啡的消
费习惯正在形成。不少年轻消费者开始追求更优质的咖啡豆或现
磨咖啡、更优雅舒适的消费环境，甚至购置更精美的咖啡用具、
功能强大的咖啡机等。

美式、拿铁、摩卡、卡布奇诺……对各类现制咖啡的区别，
“95后”韩笑“门儿清”。在她看来，喝咖啡不仅是为了提神醒脑，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5分钟步行圈内应有一家好咖啡厅。对我而
言，咖啡厅是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日益扩大，
中国现制咖啡市场仍有较大发展潜力。美团《报告》提到，2021
年，中国内地年人均消费现制咖啡1.6杯，一二线城市年人均消费
现制咖啡3.8杯，与美国、欧洲等国外成熟市场相比仍有差距。

头部企业加快布局、众多跨界者进入赛道，也为现制咖啡行
业发展释放了活力。头部企业中，星巴克、瑞幸等品牌的竞争更
加激烈。一季度，瑞幸咖啡实现净收入总额24.05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89.5%，品牌国内门店数量突破7000家。跨界企业的加入，
进一步拉近了现制咖啡与普通居民的距离，推动现制咖啡消费走
向大众化。在投资者看来，咖啡正在深度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这一新鲜的上升市场值得期待。

今年以来，不少中国企业纷纷进入咖啡市场的“新赛道”——

走！去邮局喝一杯咖啡
本报记者 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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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地动山摇

事件发生后，涉嫌枪击安倍晋三的嫌疑人被

日本警方当场抓获。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嫌疑人的真实身

份是一名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队员，真名山上彻也

，今年41岁，凶器可能是其通过3D打印方式自制

的手枪。凶手被逮捕后，对自己行凶的原因只是

解释为“对安倍不满，所以想要杀掉他”，而更

深层次的动机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枪击事件发生后，日本上下举国震惊，不仅

多名自民党高层宣布暂停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相

关活动，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松野博一在内的政府高官发表声明，表示严

厉谴责这种野蛮行为。

就连股市也大受影响，今日开盘后还维持小

涨态势的日经指数在枪击案新闻传出后从26885.5

的相对高点大幅度跳水至26669.5。

无论是从日本国民，还是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

，安倍晋三遇刺都属于绝对的黑天鹅事件。

一方面，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

日本由于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内部存在大量

“皇道派分子”而政局不稳，发生过诸如“二· 二

六”、“五· 一五”等多次针对时任首相的政变刺

杀事件。

但自二战结束后，日本局势开始逐渐走向稳

定，政治刺杀类事件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多数人

能想到的也只有发生于1960年7月14日的岸信介

遇刺一案（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公，但当时的

凶手相对“温和”，行凶时使用的凶器是一把刀

子）。

而近几十年来更是再也未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相关人物在政治斗争失败后最多也就是下野，

其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枪支管控也相对严格

，虽然允许民间持枪，但根据其现行的《铳炮刀

剑类所持等属取缔法》，普通公民所能持有的枪

支类型仅限于气枪和猎枪（包括霰弹枪在内）。

而且持枪资格的获取也非常麻烦，必须要首

先参加一段时间的全日制培训，通过笔试和现场

测试后再到警察局报备，随后还得经历心理测试

、尿检（确定持枪人不是吸毒者）和犯罪背景调

查，只有全部通过后才能合法持有枪支，整个过

程既花时间又花钱。

另外，在日本并非拿到持枪资格证后就万事

大吉，个人手中持有的枪支必须一年一检，而持

枪资格证有效期只有三年，期限一到资格证自动

失效，上述流程必须重新走一遍，这就让在日本

真正拥有枪支的人少之又少。据统计，在1975年

，在日本拥有持枪资格证的人约有51万，到了

2010年就只剩下不到20万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关于日

本枪击案的报道，而这次凶手通过3D打印的方式

绕开了上述严格的持枪流程审查，其参军经历更

是让他可以熟练使用枪械，就显得既出人意料又

令人震惊了。

两度执政，功过几何？

作为自进入新千年后执掌日本首相之位时间

最长的政客，安倍晋三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

际上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次成为日本首相，但

在不到一年后，他所领导的自民党就在参议院选

举中大败，安倍本人也黯然下台。

尽管安倍在2012年12月再度拜相，但就在这

6年里同样发生了不少事情。

在日本国内，政局陷入长期的动荡，自民党

和民主党交替执政，进入了一段换首相比换台历

还快的时期，使得国内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兴趣大

为减退。

在外部，中国在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功

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两国之间的经济和军

事实力差距在此后日益增大，安倍不得不面对一

个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以给日本争取最大利益

的局面。

在自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派阀倾轧、合

并和重组异常频繁，安倍在处理好政治事务的同时

还得想办法争取党内派阀支持，平衡党内利益。

可以说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安倍还是做出

了一些成绩的。

在经济方面，安倍力推所谓的“安倍经济学

”，有人将其主旨总结成了“三根利箭”——

一，施行超宽松货币政策，让日元贬值并提

高通货膨胀预期，目的在于推动出口。

二，扩大国家财政支出，推出国家刺激方案

，重点在于进行大规模的公共项目投资。

三，推动结构性改革，提高个人所得，鼓励

企业进行更多投资。

而到了2015年，安倍成功连任后，其又推出

了安倍经济学2.0版本，即孕育强大的经济、构筑

育儿支援、建立安心的社会保障。

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两次安倍经济学

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包括增加了就业、使得

日本名义GDP（非实际GDP）持续增加、让日本

经济从多年的通缩中拉出并维持了微弱的通胀等

。

但与此同时，安倍经济学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如日本国债猛增、提高了消费税，使得普通人

生活成本上升、开放了太多国内市场，使得农民

利益受到损害，等等。

在政治方面，安倍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

鼓吹者，其在任期间一直谋求修改宪法，解禁集

体自卫权，将自卫队升级为国防军，而这也赢得

了不少右翼分子的喝彩，这些人也成为了支持安

倍执政的基本盘 在外交方面，安倍主张进行

“俯瞰地球仪外交”，在紧跟美国的前提下尽可

能地扩大日本的外交影响力，在对华、对韩、对

印等国家的外交中都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基

本保证了维持“表面和气”，没有再发生此前野

田佳彦执政时期中日两国钓鱼钓争端这样“撕破

脸皮”的外交争端，其外交场合中的身段之柔软

给不少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

开票前，安倍晋三笃定希拉里将会当选，对其大

加讨好，而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逆袭后，安倍立

刻定了去美国的机票，亲自去特朗普大厦拜会特

朗普，其姿态之低、态度之恳切皆令人意外。

在党内事务方面，安倍的政治手腕展现得淋

漓尽致。在执政期间，安倍联合了党内的另一位

派阀大佬麻生太郎以稳定政权。而在自己因肠胃

炎“急流勇退”后，又一手主导了菅义伟和岸田

文雄这两位继任者的上台。

在遇刺之前，安倍已经成为了党内最大派系

“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实际掌权者，即便在从首

相之位退下来后仍然可以坐在幕后操控日本政治

，堪称日本政坛当之无愧的“常青树”了。

猝然离世，影响如何

如今，对日本政坛影响力巨大的安倍晋三猝

然离世，无疑将产生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政策产生

不小的影响。

从日本政局的层面来看，安倍晋三的去世并

不会对自民党和公明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造成太

大影响——根据民调结果，在两天后即将举行的

日本参议院选举中，两党的执政联盟本就已经稳

操胜券，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安倍晋三的死还可

能赢得更多选民的同情分，因此目前在台上的这

届岸田文雄政府并不会受到冲击，日本在未来很

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由自民党主政。

从政党角度来说，尽管安倍晋三算是扶持岸

田文雄击败河野太郎，顺利上位的“贵人”，但

岸田文雄本人此前在自民党内同样拥有着一个势

力不小的派系（宏池会，在选举之前是党内第四

大派系）。

后者在上台后一直积极拉拢麻生太郎及其所

在的派系为公会，两者已经基本形成了同盟关系

，而菅义伟在下台后也不甘心就此退出政坛，也

在积极地组织一个围绕自己的新派系，因此安倍

虽然是清和政策研究会的掌门人，其面对的党争

形式仍然非常激烈。

在安倍去世后，其所在派系未来的发展道路成

迷，而这或许将引起自民党内派系势力的再次洗牌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续日本首相的人选。

在国际影响方面，安倍所秉持的“地球仪外

交”模式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在安倍晋三在任

期间，其曾经多次访问其他国家，并达成了大量

的国家级合作项目，在目前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

可能性越来越大、日本自身经济形势不景气（自

2021年8月以来，日本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的

情况下，更需要这些项目继续推动下去。

而在日本国内，安倍一直是量化宽松政策的积

极推动者，而由于他个人在自民党内的影响非常大

，后来继任的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也继承了这一政策

。而在安倍身后，对经济建设方面颇有想法，一直

致力于积极推行“日本特色资本主义”的岸田文雄

是否还将维系量化宽松的经济局面还不好说，而这

也是影响未来日本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在党内颇受安倍重视、曾经参与到上

次首相竞选中的高市早苗就是极右翼分子。在安

倍去世后，岸田文雄政府是否会继承其右翼政策

，积极推动修宪也是一个看点。

看来在有些时候啊，还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

哪个先来。

安倍之死，动摇日本？

继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顶不

住逼宫压力，黯然宣布下台后，国

际政坛上又发生了一件极具轰动性

的大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

奈良市遇刺。

据日媒报道，当地时间8日上午

，安倍晋三当时正在奈良县的近铁

“大和西大寺站”附近演讲，以为

即将于10日进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

造势。

11点30分左右，有一名男子在

安倍晋三背后三米左右的位置使用

手枪连开两枪，安倍晋三的左胸位

置被击中，随后被送医。

当地时间下午五点零三分，日

本官方消息证实，安倍晋三因伤势

过重不治身亡。

看来，这个2022年，注定不怎

么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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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地區的休斯頓地區的 CenterPoint EnergyCenterPoint Energy
用戶可以通過新工具跟蹤停電狀態用戶可以通過新工具跟蹤停電狀態

謀殺嫌疑人在休斯頓高速公路上謀殺嫌疑人在休斯頓高速公路上
被警方追逐到被警方追逐到katykaty後被捕後被捕

在休斯敦西南區溝渠中發現裹著毯子在休斯敦西南區溝渠中發現裹著毯子、、膠帶和床單的屍體膠帶和床單的屍體

（本報記者黃梅子）這個夏天格外熱，休斯頓的居民幾乎是24小時開著空調，這導致電力格外緊張
，大家最怕的就是停電。 CenterPoint Energy 電力公司推出新工具讓居民可以跟蹤停電狀態。大休斯頓地
區的 260 萬電力客戶都可以使用這種新的停電跟蹤工具。它具有增強的服務地圖、停電統計、恢復狀態
以及用於報告天氣或系統狀態的諮詢部分。
用戶可以通過郵政編碼或區域搜索電力中斷、何時恢復等信息。
這種新的停電跟蹤器通過及時、詳細的停電信息來改善客戶的體驗，讓民眾焦慮的心情得到緩解。民眾
可以登錄 CenterPoint Energy 的網站，獲得詳細的信息。

（本報記者黃梅子）上週，警方在休斯頓西南區一處溝渠中發現了一具裹在毯子裡的屍體。
一名路人在經過Bissonnet Street 和 South Gessner Road 的交叉路口時，發現8900街區的溝渠裡有一具屍體
，於是迅速撥打了911報案。警方趕到後，發現屍體被膠帶粘著，然後用紅色的床單包起來，再裹在黑色的
毯子裡。可以初步肯定的是，這是一起謀殺。法醫正在進行屍檢，警方沒有透露死者的性別、種族和年齡
。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名謀殺嫌疑人在休斯頓
高速公路上被警方追逐到katy後被捕。

上週二凌晨，一名謀殺嫌疑人在休斯頓高速公
路上被警方追逐，雙方飆車到每小時100英里的高
速，最終嫌疑人開到katy撞車後被捕。被拘捕的嫌
疑人被指控參與謀殺，但哈里斯縣警方沒有詳細透
露嫌疑人與哪一宗謀殺案有關。

追逐始於休斯頓東南部，嫌疑人為了逃避被捕
，開車上了45號告訴公路並轉到10 號Katy 高速公
路上向西行駛，並狂飆到每小時100英里試圖甩掉
警察，警車在高速公路上緊追不捨，並且調動執法

人員在前方的路面上部署了釘條，試圖阻止嫌疑人
的汽車。不幸的是，一些無辜的司機撞上了釘條，
輪胎受損，被迫停車。

嫌疑人最終迫於強大的壓力，手忙腳亂地撞上
了katy的亞馬遜工廠，汽車越過路肩撞向建築物，
工廠的玻璃受到了一些損壞。

嫌疑人最後被警察團團圍住，只好束手就擒。
車裡還有一名婦女，警察沒有逮捕她。

幸運的是，雖然整個追捕過程十分驚險，但沒
有人員或圍觀群眾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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