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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3月11日电 美国国会
众议院 10 日投票通过了 1.9 万亿美元的经
济救助计划。该计划随后将提交美国总统
拜登签署成为法律。

当天，众议院以 220 票赞成、211 票反
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计划。没有共和
党众议员投赞成票，1名民主党众议员投反
对票。当天通过的经济救助计划为最终版
本。美国白宫说，拜登将在 12 日签署该计
划。

美国政府称之为“解药”。分析人士认
为，新的经济救助计划虽然可能有助于加快
美国经济复苏，但多重副作用值得警惕，包
括通货膨胀、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

““拯救美国拯救美国””计划能救美国经济吗计划能救美国经济吗？？

为应对新冠疫情推出的紧急失业救济
计划即将于3月14日到期。美国经济和民
众生活仍因疫情陷于困境。面临来自公众
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急需推出后招，以免
救助政策“掉链子”。

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法案被命名为“拯
救美国”，主要措施包括：

为美国家庭派发约4000亿美元直接纾
困金；为州和地方政府注入约 3500 亿美元
资金；为学校重新开放提供约 1700 亿美元
资金；约 1090 亿美元用于应对疫情和公共
卫生服务等。

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的酝酿和博弈再
次体现出两党党争激烈。计划最终在众议
院仅以微弱优势通过，没有共和党众议员投
赞成票，1名民主党众议员投反对票。众议
院议长、民主党议员佩洛西称赞新一轮救助
计划将“拯救生命和生计”；众议院共和党领
袖则斥之“实现的都是民主党自己的愿望”，
认为不能满足美国家庭所需。

新一轮救助计划能拯救美国经济吗？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救助计划有助于缓解疫
情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冲击，拉动个人消费并
助推经济复苏。多家华尔街机构近期也纷
纷上调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
日前重申，美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疫情防控结果。

累计累计66万亿美元万亿美元 三大副作用三大副作用

自去年 3 月以来，美国已累计出台约 6
万亿美元财政纾困措施，远超 2008 年金融
危机期间的经济救助规模。

不过，业内人士警告说，如此大规模救
助计划会带来多重副作用。

其一，通货膨胀压力渐显。根据美国国会
预算局2月发布的预测，未来三年美国产出缺口
约为7600亿美元。经济学家担心，新一轮经济
救助计划规模远超弥补产出缺口所需，可能会
造成美国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上升。

其二，债务风险继续攀升。美国财政部
数据显示，2020财年美财政赤字已达创纪录
的 3.13 万亿美元，公共债务达到 21 万亿美
元，相当于GDP的102%。上次美国公共债
务超过经济总量，是在二战结束时。

其三，金融稳定风险上升。美联储经济
学家去年11月对美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描
述为“适度”，但今年1月已评估为“显著”。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经济学家蒂法妮·怀尔
丁认为，自疫情以来美国家庭多积累了约1.1
万亿美元储蓄，加上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可
能进一步推高美国资本市场估值。

质疑声依旧质疑声依旧““肥水肥水””别流……别流……

美国此前的新冠经济救助计划以及在
之前经济危机中出台的救市政策，均曾受到
过批评。其中一个“火力点”在于，质疑“肥
水”流给了华尔街和大企业。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去年曾对美国媒体狠批美国经济救
助计划，“那些和银行关系最好的企业排在
了（领救助的队伍）最前列，这些都不是小企
业，也不是最需要救助的人。”

这一次，质疑声依然存在。众议院刚刚
通过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民主党总统竞选
人桑德斯的一名前竞选顾问就在社交媒体
上出言抨击：“这个‘美国拯救计划’的真正
赢家是华尔街和投资者。”

新华社东京3月11日电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
和福岛核事故的影响及处理情况一直牵动着全球目光：
福岛第一核电站现状如何？何时才能完成核电站报废
工作？上百万吨核污染水如何处理？10年来，东京电力
公司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清理和报废工作虽取得一些
进展，但目前来看，这依然是个难题。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
9.0级特大地震，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了福岛第一核
电站，造成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这是自苏联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最严重的核事故。在这一灾难
中，福岛第一核电站1、3、4号机组还发生氢气爆炸，机组
建筑上部被炸飞，5号和6号机组因当时处于停运检修状
态而逃过一劫。

发生氢气爆炸的4号机组没有发生堆芯熔毁，截至
2014年底，存放在4号机组乏燃料池的1535根乏燃料棒
被移出，4号机组的最后危机被解除。

据为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工作进行技术研发的机
构——日本国际核退役研究所推测，在核事故中熔化后
的燃料棒和压力容器内的其他物质混合起来，核残渣总
重达880吨，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成为福岛第一核电站
报废工作的最大挑战。

虽然2011年底以来，1至3号机组已处于低温冷却
稳定状态，但内部辐射依然非常高，人员难以近距离作
业，相关工作不得不依赖机器人等远程工具。

东京电力公司近日举行网上记者会，介绍福岛第一
核电站报废工作的进展。

据公司介绍，他们的工作进展包括将核污染水的
产生量从 2014 年的每天约 540 吨减少到 2020 年的每
天约 140 吨；基本清理了几个氢气爆炸机组的建筑残
骸，并设置了一些准备用于转移核残渣、乏燃料棒的
装备；大大缩小了福岛第一核电站院内高辐射区域范
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员工作业条件；今年 2 月底，3
号机组乏燃料池的 566 根乏燃料棒被全部转移出来，
仅剩下 1 号和 2 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乏燃料棒没有被
移出。

然而，“最难”的核残渣清理工作依然未能迈出一
步。据介绍，东京电力公司原计划2021年开始试验性取
出2号机组堆芯熔毁的少量核残渣，但受新冠疫情等影
响推迟1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工作负
责人小野明近日表示，他们依然坚持既定的报废工作中
长期路线图，目标仍是到2041年至2051年完成福岛第
一核电站的报废工作。

除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几个机组的报废工作，核电站
内部存放的上百万吨核污染水的处置也备受瞩目。东
京电力公司虽然通过地表硬化和建设“冻土挡水墙”等
措施减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产生量，但产生
的核污染水仍然每周就能装满一个上千吨的巨型储水
罐。东京电力公司称，到2021年秋天，福岛第一核电站
院内总计可储存137万吨的储水罐将被装满，院内也无
处可新建储水罐。

虽然东京电力公司使用名为“多核素去除设备”的
过滤设施对核污水进行过滤，据介绍能够过滤掉62种核
物质，但像放射性氚这种物质很难被过滤掉。

上百万吨核污染水长期存储也面临泄漏风险。今
年2月13日，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7.3级强震，日本气象
厅认为这是“3·11大地震”的余震。此次地震导致福岛
第一核电站53个储水罐发生错位。东京电力公司和日
本政府监管部门均称此事没有对核电站和外界造成影
响，但2月22日从福岛县近海捕捞的一种鱼被检测出放
射性物质超标，日本媒体称，这是约2年来福岛近海捕捞
的鱼再次被检测出放射性物质超标。

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处理方式，日本经
济产业省下设的一个专家小组曾提出多个方案，包括排
放入海、蒸发释放、注入地层等。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
角度考虑，日本政府倾向于将核污染水稀释后排放入
海，但该方案不仅遭到日本水产业界和不少民众的强烈
反对，也面临周边国家的质疑。

韩国一直强烈反对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
放入海。韩国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向国际社会提供具体
信息，以证明日本的处理方式值得信赖。特别是需要在
向周边国家作出充分说明后，根据协议的步骤进行。

面对国内外的质疑和反对，日本政府迟迟未就如何
处理核污染水作出决定。日本首相菅义伟本月6日视察
福岛时再次表示，“不能总是推迟决定，将在恰当的时候
负责任地作出决策”，但他并没有透露日本政府将于何
时作出决定。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10日在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
时表示，美国不会为了与伊朗会晤而做出任
何让步。前一天，美国国务院以“侵犯人权”
为由宣布对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审讯
人员实施入境限制。这是拜登政府就任后
首次对伊朗官员实施制裁。

当前，美国和伊朗围绕重返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的角力陷入僵局。伊朗多次表
示，美国必须先解除所有制裁；而华盛顿强
调，德黑兰必须先恢复履行全面协议。分
析人士指出，双方无法就谁应该首先采取
行动达成一致，而拜登政府最新制裁增加
了伊朗对美国的怀疑，加大了恢复谈判的
难度。

美国又制裁美国又制裁

美方一些官员日前对媒体表示，拜登政
府准备在美伊恢复谈判后再考虑解除部分
制裁，并称这是双方对等措施的一部分。

根据 2015 年达成的伊核协议，伊朗承
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
裁。然而，美国政府 2018 年单方面退出该
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
施。伊朗 2019 年 5 月以来逐步中止履行
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

“可逆”。
拜登政府上台之初释放了一些积极

信号，包括表示愿意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伊
核协议参与方举行会晤，放松了两项特朗
普政府时期实施的对伊强硬措施等。但
美国 2 月 25 日对位于叙利亚东部伊朗支
持的民兵组织目标发动空袭，拜登此后还
公开警告伊朗“小心点”，招致伊朗方面强

烈谴责。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吴冰冰认

为，目前来看，拜登政府主要精力放在解决
美国国内问题和恢复与亚洲、欧洲盟友的关
系上，只要伊朗不对美国构成很大的挑战，
则在伊朗问题上采取“拖”的态度。美方认
为，一旦在国内和盟友问题上取得一定进
展，美国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处理伊朗问
题。

伊朗不妥协伊朗不妥协

针对美方最新制裁，伊朗新闻电视台9
日说，一直以来，美国滥用人权议题干涉伊
朗内政。伊朗外长扎里夫同日在社交媒体
上敦促美国及有关欧洲国家兑现其在伊核
协议中的承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此前强
调，伊朗将以“行动回应行动”，一旦制裁解
除，伊朗将会重新完整遵守伊核协议。但如
果面对的是“敌意举动”，伊朗也会作出相应
回应。

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情况
下，伊朗议会 2020 年 12 月通过《反制裁战
略法》，要求政府在一定期限内未发现对伊
制裁解除的情况下，进一步突破伊核协议
的限制。基于该法，伊朗1月4日宣布已开
始在福尔多核设施实施把浓缩铀丰度提高
至 20%的相关措施，2 月 2 日还宣布新近在
纳坦兹核设施成功安装了数百台 IR-2m
型离心机，以提升铀浓缩能力。伊朗官员
多次表示，如果制裁不解除，伊朗会继续执
行该法。

吴冰冰说，美国对伊制裁名目繁多，涉
及诸多领域，而伊核协议相关的制裁只是其

中一部分。目前，美国在解除涉核制裁上尚
未有实质性动作，在解除非涉核制裁方面则
更加困难。最新制裁加重了伊朗对美国政
府的怀疑。

谈判阻碍大谈判阻碍大

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双方处于“谁先迈
出第一步”的僵局之中，且各自都面临国内
政治和舆论压力，未来双方能否各自退让、
谈判能否开启，面临不小阻碍。

对拜登政府来说，重回伊核协议不仅面
临来自共和党人的反对，民主党内也有诸多
不同意见。9日，民主、共和两党各70名国
会议员联名致信布林肯，要求拜登政府与伊
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其中不仅包括核问
题，还兼顾导弹项目等内容，以“解决伊朗对
地区构成的全面威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
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是其中
一员。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因为顾忌梅嫩
德斯在参议院的影响力，拜登政府目前对伊
朗采取相对强硬的政策路线。

对伊朗来说，国内强硬势力并不支持全
面恢复履行伊核协议。吴冰冰指出，在伊朗
看来，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的政
策是可以剧烈摇摆和变化的。如果伊朗接
受美国的条件，可能会获得短期利益，但一
旦美国政策再次发生变动，伊朗则将处于更
加不利的位置，从长期来看会更加被动。因
此，伊朗可能继续在核活动上采取松绑措
施，以寻求新的平衡点。

此外，有分析人士说，中东地区紧张局
势也在影响美伊外交接触的氛围，尤其是近
些年地区内与二者相关联的一些袭击和报
复，会使外交接触气氛更为复杂化。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中左中左））展示经济救助计划展示经济救助计划。。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

美国1.9万亿经济救助计划通过
“3·11”大地震10周年

福岛核电站报废工作仍道阻且长

美对伊朗新制裁加大谈判重启难度美对伊朗新制裁加大谈判重启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