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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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阿布贾11月25日电（记者 郭骏）尼日利亚
官员25日证实，尼北部卡杜纳州数个村庄日前遭遇武装分
子袭击，造成15人死亡、多人受伤。

卡杜纳州内政部门负责人塞缪尔·阿鲁万在当天发表
的一份声明中说，该州吉瓦区、比尔宁瓜里区和卡朱鲁区三
地的四个村庄日前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共造成 15人死亡，
其中吉瓦区一村庄内有11人遇难。

阿鲁万未说明袭击发生的时间和原因，但据当地媒体
《民族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上述几起袭击发生在
24日，其中一个遇袭村庄的村民因拒绝武装分子勒索财物
遭到武力报复。

近几个月来，尼日利亚多地连续发生武装袭击和绑架
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尼日利亚数个村庄遇袭
15人死亡

欧盟能源部长2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特
别会议，未能就此前欧盟委员会提议的天
然气限价机制达成一致，将于 12月中上旬
再次讨论这一引发广泛争议的机制。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受能源供应紧张
影响，欧洲多地天然气价格屡创新高，加剧
通胀压力，加重民生负担。观察人士认为，
欧盟试图通过对天然气实施限价缓解能源
困境，但这一政策难以有效抑制天然气价
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欧盟面临的能源困
境，欧盟成员国之间难以弥合的分歧也令
其“难产”。

限价意图：预防极端价格

欧盟委员会提议，从明年1月起实施一
项天然气限价机制。一旦欧洲市场天然气
价格波动满足预先设定的条件，该机制将
启动并把天然气价格上限设在每兆瓦时
275欧元。

根据提议，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
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TTF）天然气期货
价格连续两周超过每兆瓦时275欧元，并且
TTF天然气价格和全球液化天然气价格之
间的价差连续十个交易日达到或超过58欧
元，该价格上限将会启动。欧盟委员会负

责能源事务的委员卡德丽·西姆松表示，上
述条件将确保在TTF天然气价格不再反映
市场基本面时进行干预。

欧洲天然气价格近两年来多次明显上
涨。去年夏季，欧盟各国努力赶在寒冷季
节来临之前增加天然气库存，导致气价飙
升。欧盟官员和媒体均将去年 8月出现的
极端价格作为价格上限参考依据。

数据显示，去年 8月，欧洲天然气价格
曾上涨至每兆瓦时275欧元以上，但未能连
续两周保持在这一水平之上。西姆松说，
当月欧洲天然气价格从每兆瓦时 220欧元
飙升至近320欧元，远高于当时全球液化天
然气价格水平。

西姆松解释，干预市场会带来风险，限
价政策是一种权衡，欧盟委员会因此提出
设置较高的触发条件。如果天然气供应安
全、市场稳定等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可立
即暂停该机制。

限价效果：难起抑制实效

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目前设置的价
格上限比预期更高，可能达不到实效，反而
影响能源市场运作。哥伦布咨询公司能源
高级经理尼古拉斯·戈德堡认为，该价格上

限“并不能阻止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快上
涨”。西姆松也坦言，限价不是降低价格的

“灵丹妙药”，而是旨在引导市场预期。
目前，TTF天然气价格保持在每兆瓦时

120欧元左右。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研
究员西莫内·塔利亚佩特拉认为，欧盟设置
的天然气价格上限“是个笑话”，即使在今年
天然气供应最短缺的时候，也未能满足触发
条件。该价格上限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
严重损害对欧盟处理能源危机的信心。

挪威斯塔万格大学石油经济学教授彼
得·奥斯蒙森表示，设置价格上限将削弱欧
盟作为天然气买家的地位，影响供给方对
欧盟长期稳定供应天然气的意愿。

欧洲能源交易所协会表示，对天然气
限价可能导致场外交易增多，此类交易不
在价格上限适用范围内，很难追踪，可能对
欧洲能源市场供应和金融稳定构成重大风
险。即使是短期干预也会产生严重、意外
的后果，损害市场信心，可能会对欧洲能源
市场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限价难点：内部分歧难解

对于是否引入天然气价格上限机制，
欧盟国家近几个月争执不停。比利时、希

腊、意大利和波兰等国强烈要求实施限价，
认为这将帮助居民和企业缓解价格上涨冲
击；德国、荷兰等国则认为此举可能导致欧
盟更难获得天然气。

会议当天，有成员国支持价格设限，但
认为启动该机制的条件过于苛刻；也有成
员国对其可能造成的供应安全影响表示关
切，呼吁采取更多保障措施。欧盟轮值主
席国捷克工业和贸易部长约瑟夫·西克拉
表示，欧盟能源部长对此存在非常不同的
看法，需要开展进一步工作。

比利时根特大学能源研究员乔安妮
斯·拉韦纳认为，设置天然气价格上限纯粹
是政治工具，是欧盟平衡不同成员国意见
的折中政策，难有作为。

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治·扎
克曼表示，由于欧盟成员国利益诉求、财政
实力、受能源危机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因此
分歧难以弥合。欧盟应该放弃限价的想
法，转向更有效和透明地解决欧盟内部能
源市场公平竞争问题。

□新华社记者 林浩 康逸 潘革平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4
日电（记者 刘恺）俄罗斯
农业部 24日发布消息说，
今年俄罗斯大豆产量创纪
录，截至目前已收获大豆
600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2.6%。

俄农业部说，最近十年
来俄大豆种植面积从 150
万公顷扩大到 350万公顷，
增幅达 130%。其原因是大

豆出口潜力巨大，以及全球
对大豆和大豆制品需求不
断增长。

俄农业部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俄大豆出口同比增
长44%。

俄农业部长帕特鲁舍
夫日前表示，2022年俄农业
生产预计将增长约3.5%，农
产品出口金额可能达到400
亿美元。

俄今年大豆收成创纪录

11月24日，在韩国首尔，一辆自动驾驶巴士驶入停靠站点。
当日，一条全程约3.4公里的自动驾驶巴士线路在韩国首尔清溪川地区开通。据了

解，运行在该线路上的自动驾驶巴士能够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障碍物等周围环境，执行
避障、紧急制动等功能。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眼下刚果（金）处于雨季，正是玉米种植的最
佳季节，科卢韦齐市穆塔卡村村民姆瓦布伊和家
人赶紧将玉米种到地里。“要不然错过这个雨季，
全家人免不了又得挨饿！”姆瓦布伊说。

40岁出头的姆瓦布伊有5个孩子，一家7口挤
在十几平方米的茅草棚里居住。虽然有不少土
地，但由于家里穷，没有多余的钱买种子和化肥，
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

玉米是当地群众的主食之一，许多村民以种
植玉米为生。由于经济落后，很多贫困家庭与姆
瓦布伊一样，缺种子、缺化肥，连像样的犁、耙等农
业器械也很少，更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农作物产
量低，无法满足生活所需。

前些日子，姆瓦布伊领到了华刚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送来的玉米种子和化肥，这让他
激动不已。“我们这里以前非常落后，很多人家里
穷，买不起玉米种子，看着雨季到来干着急。华刚
矿业来了后，我们这里不一样了，中国人给我们送
来了种子和化肥，中国企业的帮助让我们看到了
丰收的希望！”姆瓦布伊说。

姆瓦布伊提到的华刚矿业是中刚两国成功合
作的典范，公司始终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重点工
作之一，与当地居民共建和谐社区。

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华刚矿业为当地社区
送去了拖拉机、播种机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化设
备。今年又多次征求当地农业监察处和社区意
见，采购了 250袋玉米种子、1000袋氮磷钾化肥和
1000袋尿素化肥，在雨季来临之际发放到周边 5
个村村民手中。

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除了将农业机械设
备和农资送到当地村民手中，华刚矿业还在当地
推广高效的耕作技术。

“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我们村里的玉米产量增
加了近1倍。”马蓬多村村长博尼法斯说，“中国人
经常告诉我们，不能再靠天吃饭了，要凭自己的劳
动创造幸福生活。”博尼法斯认为，中国人不仅传
授了科学先进的生产技术，更带来了健康向上的

生活理念。
“华刚矿业为当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做了很多工作，让村民

得到了实惠。”据绿路区地方发展委员会代表穆卡莱依介绍，华刚
矿业近年来在当地修建了5口水井，修复了堤坝和道路，建起了工
业技术学校，目前还有 13口水井、2所小学及足球场等项目正在
施工中，让当地村民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王建国 赵久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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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022年中期选举“账单”再创新
高，富豪们大手笔地拿出政治捐款，花钱多
的候选人获得更多选票……美国选举政治
乱象日益侵蚀着选民对美式民主的信心。

纽约州长期为民主党掌控，但共和党
候选人仍在纽约州一些选区同民主党候选
人鏖战。位于纽约市以东的拿骚县就是民
主、共和两党在中期选举中激烈争夺的地
区。当地一些选民在中期选举投票后在投
票站外接受记者采访时，痛斥美式民主积
弊，表达对美式民主的失望。

3个月前刚从纽约市皇后区搬到拿骚
县的詹姆斯·甘斯基说，美国现在正被通
胀、移民、犯罪等问题毁掉。当选者被亿
万富豪的资金控制，是亿万富翁让这些人
当选。

56岁的甘斯基在纽约皇后区经营一家
装修公司，他的疑惑是，既然美国对政治捐
款有限制，为什么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政治

捐款能超过1亿美元？“索罗斯这种靠搞垮
别国金融体系牟利的投机者，捐钱肯定是
要回报的。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

甘斯基直言，自己不担心有亿万富翁
当选，担心的是有人在当选后成为百万富
翁、亿万富翁的代言人。

据跟踪美国竞选财务和游说数据的非
营利组织“公开的秘密”初步统计结果显
示，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费用高达 167亿
美元，成为史上最贵的中期选举。从选举
结果看，花钱多的候选人大多获胜。

据“公开的秘密”披露，7月以来，中期
选举系统的政治资金数额大到“足以影响
国会的政治主导权”。美国十大亿万富翁
在本次中期选举中豪掷5.4亿美元，其中来
自索罗斯的捐款更是高达1.28亿美元。

67岁的选民保罗从南美洲国家圭亚那
移民美国，此前在航空航天行业工作，现已
退休。他叹息说：“金钱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举中的一切都受到金
钱驱动。”

拿骚县选民博比今年才 19岁，却已见

过不少政治游说。他说，自己更倾向把选
票投给此前在政治体系中没有经历的新
人。博比的母亲帕特里夏则直言不讳：“我
们不相信任何政客。”

在甘斯基看来，如何确保一个动机纯
洁、没有私利的人当政非常重要。他自己
不再期待中期选举后的美国状况能有多大
改变，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自“同一片不
干净的沼泽地”。

他说，以前是民主党选民把票投给民
主党，共和党选民把票投给共和党。但在
这次投票中，自己只能无奈地从两党候选
人中选择“不那么坏的一个”，并不会把票
投给固定党派的候选人。

就在甘斯基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从
投票站出来的选民驻足旁听，不时为他的
话鼓掌支持。

“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发声！”甘斯基说。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杨士龙

欧盟设限“气价”难解能源困局

困惑，无奈，失望
——美国选民眼中的中期选举

新华社马德里11月 24日电
（记者 胡加齐 谢宇智）在美联
储激进加息外溢效应等因素影响
下，欧元区通胀率持续走高。西班
牙经济学专家日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美联储加息导致美
元升值、欧元贬值，进一步助推西
班牙通胀，加剧民生负担。

欧盟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飙
升，10 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
10.7%，再创历史新高。19个成员
国中有 11个通胀率达两位数，西
班牙通胀率为7.3%。

面对通胀压力，西班牙政府已

颁布多项措施减少民生冲击，包括
为居民提供交通和汽油补贴、降低
电费增值税等。

西班牙 IE大学经济学教授盖
尔·阿拉德认为，美联储加息导致
美元升值、欧元贬值，西班牙进口
货物更加昂贵，物价进一步上涨。
加之欧洲央行被迫跟随美联储加
息，银行利率升高，造成房贷者“弃
房断供”等社会民生问题。

阿拉德认为，西班牙经济面临
能源危机和严重通胀，民众可支配
收入日渐减少。同时，西班牙在拉
丁美洲国家有大量投资，其中一些
高外债国家如果因美联储激进加

息而爆发债务危机，也会对西班牙
造成影响。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经济学
教授蒙特塞拉特·纪廉指出，欧洲
央行希望通过加息抑制消费者需
求，这是“一项标准的经济政
策”。他预测，欧洲央行未来还会
加息。

美联储本月 2日结束货币政
策会议后宣布加息 75个基点。这
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六次加息，也
是连续第四次加息 75个基点。今
年以来，美联储已累计加息 375个
基点，欧洲央行已累计加息 200个
基点。

西班牙专家表示

美元走强加剧西班牙通胀压力

首尔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线路

巴西重新强制要求
在机场和乘机时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