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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财富咨询机构 Wealth-X财
富评估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亚
太地区亿万富豪人数去年减少；他们
的财富同样缩水。

美 国 消 费 者 新 闻 与 商 业 频 道
(CNBC)13 日援引上述报告报道，亚
太地区的亿万富豪、即净值超过10亿
美元的富豪人数2018年减少13%；他
们的财富合计缩水8%。

从具体数字看，这一地区去年减
少 109 名亿万富豪；这一群体的财富
去年合计缩水2120亿美元。

报告说，多地股票市场2018年表现
不佳，美元相对一些新兴市场的货币走
强，在全球范围影响亿万富豪的人数。

报告所列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
亿万富豪的财富 2018 年减少 7%；亿
万富豪人数减少5.4%。

有别于其他地区，北美地区亿万
富豪数量去年增加3%。尤其是美国
富豪群体得益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加息和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

报告显示，尽管亚太地区去年亿
万富豪人数减少，在全球15个亿万富

豪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4 个位于亚
太地区。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和普华永道会
计师事务所去年10月发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截至 2017 年底，亚太地区共有
814名身家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占全
球同类富豪总数的38%。

这两家机构 2016 年发布的报告
显示，亿万富豪的财富主要来自工业
创新，如钢铁、汽车和电力行业。如
今，在美国和欧洲，亿万富豪主要出自
消费、技术和金融创新领域。在新兴
经济体，消费产品和基础设施行业相
对容易创造财富。

新华社特稿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3
日发布的分析结果显示，月球正在稳
步缩小，促使月球表面“起皱”和地震。

这是研究人员对NASA月球勘测
轨道飞行器所捕获1.2万幅图像的分
析结果，发表在英国《自然·地球科学》
月刊。

分析显示，靠近月球北极的“冷
海”盆地正在开裂和移动。

与地球不同，月球没有构造板

块。从45亿年前形成开始，月球在缓
慢地失去热量的过程中会发生构造活
动。与葡萄萎缩为葡萄干的过程类
似，构造活动会导致月表“起皱”。

由于月球的最外层“月壳”脆弱，
内部收缩会使月表破裂，形成所谓逆
冲断层、即月壳的一部分被推到相邻
的另一部分之上，结果是月球在过去
几亿年间“瘦身”大约50米。

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

“阿波罗”登月项目期间，宇航员最先
在月表探测地震活动，发现绝大多数

“月震”发生在月球内部深处，一小部
分发生在月表。研究人员分析阿波罗
项目记录的浅月震，寻求与新的月表
特征建立关联。

“那些断层或许现在仍然活跃，”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马里兰大学地质
学助理教授尼古拉斯·施默说，“除了
地球，我们很少在其他地方看到活跃
的构造，所以认为这些断层可能还在
引发月震。这非常令人兴奋。”

新华社特稿

瑞典检察机关 13 日说，检方将重
新启动针对“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
利安·阿桑奇一项强奸指控的调查并
且寻求把他从英国引渡到瑞典。

瑞典检方官员埃娃-玛丽·佩尔松
当天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场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这一决定，说英国方面结束
对阿桑奇的50周监禁以后，瑞典方面
将寻求引渡这名嫌疑人。

阿桑奇因违反保释规定而由英国
法院本月初判处监禁，关押在伦敦贝
尔马什监狱。

佩尔松说，签发逮捕令以后，瑞典
法院将正式启动引渡阿桑奇的程序。

鉴于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她说，“不
可能预期”引渡程序的进度。

美联社报道，英国引渡手续冗长，
加之阿桑奇有多次上诉机会，即便引
渡成功，完成法律程序可能需要一年
时间或者更久。

阿桑奇面临的一项强奸指控明年
8月17日将失去法律诉讼时效。佩尔
松说，检方会争取在这一期限以前把
阿桑奇引渡到瑞典。

不过，由于美国同样要求引渡，阿
桑奇的最终去向取决于英国方面。

阿桑奇的律师珍妮弗·鲁滨逊4月
中旬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阿桑奇

愿意配合瑞典方面调查，希望瑞典保
证不会把他引渡至美国。

阿桑奇现年 47 岁，澳大利亚人，
2006年创建“维基揭秘”网站。这家网
站2010年曝光大量关联阿富汗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政府秘密文件。同
一年，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和性侵犯两
名女性而受到瑞典检察机关调查。他
当时身处英国，遭英国警方逮捕后否
认所有罪名，拒绝前往瑞典接受调查，
理由是可能被引渡至美国，甚至可能
遭死刑判决。

英国最高法院2012 年裁定，可以
引渡阿桑奇至瑞典。阿桑奇同年6月
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
寻求庇护。

厄瓜多尔政府今年 4 月 11 日撤
销对阿桑奇的庇护，英国警方进入厄
瓜多尔使馆逮捕他，英国一家法院稍
后裁定阿桑奇犯弃保逃跑罪。

阿桑奇避难期间，瑞典检方撤销
对他涉嫌性侵的调查，缘由是超过法
律时效和他难以归案；但另一项指控
他强奸的调查没有结案。瑞典方面没
有公开指控他性侵和强奸的两名女子
的身份。据媒体报道，这两名女子，一
人帮他在瑞典举办过活动，另一人是
他的听众。阿桑奇否认那些指控，声
称事发时“两厢情愿”。如果强奸罪名
坐实，阿桑奇面临最重4年监禁刑罚。

阿桑奇被捕同一天，美国检察机
关发表声明，指认阿桑奇与美国陆军
前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合谋破解
美国国防部电脑的密码，面临最长5年
监禁。美方已经就这一指控向英方发
出引渡阿桑奇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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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梅或公布离任时间表

研究显示月球正不断缩小

亚太亿万富豪人数去年减少

瑞典将重启阿桑奇案调查瑞典将重启阿桑奇案调查

5月1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名指认阿桑奇强奸的女性的律师
伊丽莎白·梅茜·弗里茨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路透

一名知情人士13日披露，美国司法
部长威廉·巴尔已下令核实针对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的情报收
集工作是否“合法、恰当”。

这名知情人士以不公开身份为条件
向美联社披露，巴
尔指派康涅狄格州
联邦检察官约翰·
德拉姆牵头寻找引发特别检察官罗伯
特·米勒“通俄”调查的根源。

“通俄”调查旨在确定特朗普竞选团
队是否“串通”俄方干预 2016 年美国总
统选举以及特朗普是否涉嫌妨碍司法。
米勒3月完成调查报告，确认没有发现
与俄罗斯政府“串通”的证据，同时对特

朗普是否妨碍司法没有定论。巴尔撰写
一份报告摘要，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让
法院认定特朗普妨碍司法。这一结论遭
遇民主党人强烈质疑。

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

珀去年澄清，FBI相关调查2016年以俄
罗斯为目标，使用线人并非为了暗中监
视特朗普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及其
支持者一直依据上述两项调查指认司法
部和FBI非法监视。

德拉姆受特朗普提名出任康涅狄格
州联邦检察官。他曾参与调查执法部门

腐败、中央情报局销毁录像证据以及
FBI波士顿办事处与黑帮关系。国会参
议院去年一致批准对德拉姆的提名，康
涅狄格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
布卢门撒尔和克里斯·墨菲当时称赞德

拉姆“铁面无私”，擅
长处理棘手案件。

美联社报道，德
拉姆这次调查不同于司法部监察长对

“通俄”调查起源的审核。巴尔预期，监
察长报告有望本月或下月完成。

国会共和党籍议员同时有意审核历
时近两年的“通俄”调查如何发端，确认
调查是否存在法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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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要追查“通俄”调查源头

新华社5月14日电（记者王婧 陈立希）《经济参考报》
5月14日刊发题为《英国“脱欧”再蒙阴影 经济前景扑朔
迷离》的报道。文章称，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于15日与
英国保守党重要议员就“脱欧”事宜进行协商，随后可能公
布辞职的具体时间。业内人士分析，此举将为英国“脱欧”
再次蒙上一层阴影。

辞职压力日益增加辞职压力日益增加

据法新社报道，英国保守党议员格雷厄姆·布雷迪日
前表示，预料特雷莎·梅会在15日与他会面时透露有关下
台日期的更多详情。布雷迪还说，他认为政府和主要反对
党工党有关“脱欧”协议的谈判困难重重，双方将无法取得
重要共识。

身为保守党议员组织“1922委员会”主席的布雷迪在
英国政坛颇具影响力，他曾建议梅最迟在6月30日前离
任。

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迄今3次遭英国
议会下院否决，“脱欧”日期从原来的3月29日延迟至最晚
10月31日。英国政府本月7日首次承认，英国不得不参
加本月23日开始的欧洲议会选举，因为“脱欧”协议不可
能在那以前正式生效。

特雷莎·梅3月27日向保守党议员承诺，只要“脱欧”
协议能获议会下院批准，她愿意提前卸任。“脱欧”进程停
滞，特雷莎·梅面临的辞职压力日益增加。保守党人指责
她未能落实“脱欧”目标。

有报道称，特雷莎·梅去意已决。其发言人8日说，特
雷莎·梅会信守承诺，完成“脱欧”“第一阶段”任务后卸任。
这名发言人告诉媒体记者，特雷莎·梅力争实现“脱欧”“第
一阶段”目标，而后为新任首相主导“第二阶段”进程让路。

“这就是她力图实现的时间表，她希望完成‘脱欧’。”
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在日前发表的

采访中表示，特雷莎·梅将信守承诺，一旦议员们通过她的
“脱欧”协议，她就会辞职。哈蒙德告诉当地媒体说，特雷
莎·梅言行一致。哈蒙德还表示，希望特雷莎·梅尽快下台
的议员应该投票支持她的协议。

党派磋商难有进展党派磋商难有进展

为打破僵局，特雷莎·梅4月初选择妥协，与反对党工
党磋商“脱欧”妥协版方案。然而，双方迄今未能达成共
识。

按工党发言人的说法，磋商至今，保守党未能作出足
以达成协议的改变，工党今后数天需明确保守党的意向。

特雷莎·梅对此表示，政府致力于取得磋商进展，“我
们在与工党磋商……我们在讨论一份能获得议会下院大
多数议员支持的协议”。

路透社的报道称，工党党魁科尔宾表示，特雷莎·梅的
政府迄今尚未就英国“脱欧”问题向工党提出任何重大提
议。

“到目前为止，谈判还没有提出任何重大提议，红线仍
然存在。”科尔宾表示，“实际上，与一个分崩离析的政府进
行谈判相当困难，因为内阁部长们都在争夺继承权，而不
是为达成协议而努力。”科尔宾还说，如果想要英国“脱欧”
问题有任何突破的可能，特雷莎·梅必须改变她的红线。

“如果我们不能就我们的替代计划或大选达成一项明智的
协议，工党支持就此进行公众投票。”他说。

经济前景扑朔迷离经济前景扑朔迷离

自2016年6月“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经济增长出现放
缓，年增长率从公投前的2%以上，降到去年的1.4%。

但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8%，远快于去年第四季的
1.4%，创下2017年第三季以来的最高增速，也符合分析师
此前预估。商业投资继去年连续四个季度收缩后，今年第
一季度首次出现增长。路透社认为，这一表现令人意外。
哈蒙德说，上述数据显示，英国经济依旧强劲。

不过，一些经济分析师认为，推高经济增长的重要原
因是商家当时预期英国3月底脱离欧盟，加紧下单囤货以
及生产并发货。

经济分析师泰杰·帕里克认为，“第一季度相对强劲的
增长数据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一些企业为应对“脱欧”，把
商业活动提前，如囤积库存和加紧发货，人为推升了经济
增长。

此前针对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商家增加库存，以应
对英国可能无协议“脱欧”导致的边境货物进出混乱。统
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库存增量达到46亿英镑
（约合60亿美元），为两年多来最大增幅。英国第一季度
贸易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83亿英镑（约合238亿美元）。“囤
货大军”中，汽车经销商和批发商等相对保守，库存增幅较
少。另外，不少工厂加紧赶工，以期在原定的3月29日“脱
欧”日之前交货，推升工业产值。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预测，当前季度经济增长将回落至
0.2%，原因是库存增加带来的一次性提振消退，且企业继
续推迟投资，因为经济不确定性挥之不去。

有报道称，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桑德斯表
示，即便英国平稳“脱欧”且随后经济加速增长，央行也不
大可能太快升息或是在升息道路上走得太远。桑德斯认
为，企业投资可能会在英国平稳“脱欧”之后回升，但多次

“悬崖边缘”的延迟仍可能导致投资持续停滞。“我预计将
来利率会有所上升，但走得不会太远或太快。”桑德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