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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为了“应对日
益严峻的问题”，日本内阁将在下周进行改组。

据《联合早报》8月7日报道，岸田文雄6日在出
席广岛原子弹爆炸77周年纪念活动后在记者会上
表示，“考虑到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要尽快
组建一支新的团队。”

日本公明党党魁山口那津男表示，岸田已通知
他，内阁改组结果将会在8月10日公布。

岸田尚未透露新的内阁阵容，但日本《读卖新闻》6
日报道指出，防卫大臣岸信夫将会被撤换，原因是身为
前首相安倍晋三胞弟的岸信夫身体状况不佳。此外，报
道称外交大臣林芳正、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自民党
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茂木敏充等人均会留任。

日本时事通讯社则报道称，财政大臣铃木俊一
也将会留任，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可能留任，也
可能被任命其他要职。

自民党和内阁的人事调整原定于9月上半月进
行，但岸田政府计划推进“新资本主义”政策、解决物
价上涨问题，所以决定提早调整班底。时事通讯社指
出，日本国内外课题堆积如山，岸田期待借由内阁及
党务的人事调整稳定执政基础，一般认为他可能会
提拔年轻一代和女性。

据报道，安倍晋三在7月8日遭枪杀后，作为自
民党内最大派系的安倍派未设会长职位，岸田在人
事布局上要如何安排安倍派人士，也备受关注。

本报综合消息

日内阁本周改组安倍派引关注

8月5日下午以来，以色列国防军持
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多个目标发动袭击。作为回
应，杰哈德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50枚火箭
弹，但大多被以军“铁穹”防御系统拦截。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说，
自以色列军队5日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
以来，已造成 31 人死亡，275 人受伤，死
者包括6名儿童和4名妇女。

目前，本轮冲突未有明显降级迹
象。按照以军加沙师师长尼姆罗德·阿
洛尼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以军本次

军事行动针对目标为杰哈德，而非控制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本月1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
宁逮捕杰哈德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领导
人巴塞姆·萨阿迪等人，并在行动中打死
一名杰哈德武装人员，导致双方紧张局
势升级。杰哈德随后宣布进入警戒及备
战状态，并表示将使用“最先进的武器”
攻击以色列。

5日下午，以军“先发制人”，对加沙
地带杰哈德目标发动代号为“破晓行动”

的空袭，杰哈德加沙北部高级指挥官泰
西尔·贾巴里丧生。杰哈德随即表示，以
军是在“向巴勒斯坦人民宣战”，绝不容
忍这种“侵略行径”。

6日晚，以军宣称，杰哈德加沙南部高
级指挥官哈立德·曼苏尔在空袭中被炸
死，杰哈德“在加沙的领导层已被击垮”。

冲突爆发以来，以军称已对加沙地
带约 40 个隶属于杰哈德的目标发动军
事打击，包括 8 个武器工厂和仓库、5 个
火箭弹发射点以及6个观察哨所等。

发动空袭后，以军宣布以色列进入
“特殊局势”，提高南部地区警戒水平，关
闭通往加沙地带交界地区的道路，拟动
员2.5万名预备役人员严阵以待，并要求
居住在距加沙地带 80 公里范围内的以
色列公民对杰哈德发动火箭弹袭击做好
必要防范。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托尔·文内斯
兰5日就巴以冲突发表声明说，联合国正
与冲突双方接触，将努力避免冲突升级，
防止出现对平民不利的灾难性后果。

冲突斡旋方埃及则提议以军与杰
哈德暂停敌对行动，为谈判创造条
件，以实现更持久停火。据黎巴嫩广
场电视台报道，杰哈德已经拒绝埃及
方面提议。

以色列《国土报》分析称，失去高级
指挥官会造成杰哈德内部一定程度混
乱，决定冲突持续时间和强度的主要因
素是“哈马斯会否介入”。 新华社特稿

法国南部埃罗省贝齐耶市检方8月6日说，一名
前志愿消防员涉嫌纵火被拘留，他与埃罗省近日发
生的两场山火有关。

法新社援引贝齐耶市检察官拉斐尔·巴兰的话
报道，嫌疑男子现年 33 岁，承认于 8 月 2 日晚间纵
火，致使面积约500平方米的植被遭烧毁。但就2日
早些时候引燃另一场山火的指控，他拒绝承担责任，
声称自己当时处于醉酒状态。

巴兰说，这名男子将于下月出庭，如果罪名成
立，将面临至多10年监禁。

这是上月以来法国第二名因涉嫌纵火被拘留的
有志愿消防经历的人。一名30多岁的男性护林员7
月被拘留。他的职责包括防止林火，却承认引燃三场
林火。如果纵火罪名成立，他面临至多15年监禁和
15万欧元罚款。

近几周来，热浪袭击法国，多地发生林火。法国
检察机关7月25日说，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此前一
周发生的两场林火也是人为纵火所致。新华社特稿

在欧盟正式开始实施“自愿削减”
天然气用量协议后，欧盟对俄首个全面
能源制裁即将生效。

今年 4 月 8 日，欧洲联盟 27 个成员
国代表决定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内容包括对俄罗斯煤炭实行禁运。其
中，对俄煤炭禁运将在 120 天“过渡
期”结束后生效，即8月10日前后。

国泰君安煤炭行业首席分析师翟堃
对记者表示，欧盟这一煤炭禁令，本质
上是为了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
赖，倒逼德国、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重
启煤电，正式实施后将最高影响全球煤
炭消费量2.5%的替代性需求，同时预计
全球煤炭价格将持续
在高位运行。

记者了解到，今
年2月底以来，受乌克
兰局势和西方国家对
俄 罗 斯 制 裁 升 级 影
响，国际煤价连创新高且一直居高不下。

Wind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纽卡斯尔
港口动力煤现货价7月15日涨至433.9美
元/吨，同比增长超 205%，年内增长
150%左右，截至 7 月底，报 420.9 美元/
吨；欧洲ARA港动力煤现货价6月24日
突破400美元/吨，同比上涨291%，截至
7月底，报362.4美元/吨；理查德RB动
力煤现货价7月29日报370美元/吨，同
比上涨184.6%。

禁运俄煤过渡期，欧洲紧急“囤煤”
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数据，2021

年俄罗斯煤炭出口总量2.23亿吨，占俄
罗斯煤炭产量逾五成。该国动力煤出口
量约占全球总贸易量 17%，焦煤出口量
约占全球总贸易量9%。

作为仅次于印尼、澳大利亚的世界
第三大煤炭出口国，俄罗斯还是欧盟最
大的煤炭供应商。欧盟统计局数据显
示，每年欧盟需要从俄罗斯进口 45%煤
炭，其中 70%为热力煤。而德国、波
兰、意大利和荷兰是最依赖俄罗斯煤炭
的国家，占这些国家各自煤炭进口总量
65%以上。

彭博社消息，今年上半年，欧洲能
源和大宗商品交通枢纽区域安特卫普-
鹿特丹-阿姆斯特丹 （ARA） 地区的煤
炭进口量同比增长35%至2690万吨。

国际大宗商品数据提供商 Kpler7 月
数据显示，自禁令发布以后，欧洲从美

国、澳大利亚、印尼、哥伦比亚等国家
进口的煤炭数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与
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煤炭总进口量增加
了近40%。

另外，翟堃表示，“全球的煤炭供应
平衡表可能要重新计算”。欧盟对俄罗斯
煤炭进口禁令正式生效后，俄罗斯煤炭
西向受阻，或导致全球原有的煤炭供应
结构发生改变。

过去，日本进口俄罗斯煤炭只需要
运输 3 天，但随着日本宣布禁止俄煤
后，转买印度尼西亚的煤炭运输需要十
天、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煤炭运输需
要两周，运输路线的延长或意味着成本

增加，变相抬高了煤价。
俄罗斯能源与金融研究所分析人士

表示，7月份俄罗斯煤炭出口从欧洲转向
其他地区的速度在加快。数据显示，4月
至 6 月，俄罗斯煤炭出口结构变化不
大 ， 对 欧 洲 的 出 口 继 续 占 总 出 口 的
33%—35%，其中 20%运往欧盟，但到 7
月，俄罗斯开始更加积极地将煤炭销往
亚太地区、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国家。
天然气供应前景不明，欧洲重启煤电

在俄欧天然气博弈背景下，俄罗斯
作为天然气供应大国，一定程度上牵制
着欧洲天然气的供应，欧洲天然气供应
拉响警报。据悉，欧盟8月1日正式开始
实施“自愿削减”天然气用量协议。根
据协议，各成员国将在8月1日至明年3
月31日间，将天然气需求在过去5年平
均消费量的基础上减少15%。

为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德
国、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近期宣布重开
煤电厂或采取措施支持煤电，以“煤”
补“气”。

翟堃在评价德国等欧洲国家重启煤
电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时，强调了煤炭的
核心优势“稳定”在国家能源安全中的
重要意义。另外，他表示，欧洲多个国
家实行电力市场化，煤价上涨可以通过
提高电价来传导，这是支撑煤电厂重启
的关键原因。

但重启煤电并非易事，这一计划势

必要面临资本开支大、设备老旧、运输
路线受阻、气候中立等问题。

以德国为例，德国联邦政府 7 月颁
布法令，允许部分已关闭的煤炭发电厂
和石油发电厂重新投入使用至 2023 年 4
月。

8月1日，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
络局宣布，梅尔鲁姆煤炭发电厂即将重
新连接至德国电网。这是该法令颁布之
后第一座重新并入德国电网的煤炭发电
厂，也是德国政府计划重启或延长运营
的16座煤电厂中，唯一一座按计划重启
的煤电厂。

德国南部巴登-符滕堡电力公司运
营表示，旗下部分煤
电厂因设备老旧，无
法重新接入电网；能
源 公 司 尤 尼 珀 公 司
（Uniper） 说，尚未决
定是否重启煤电厂。

德国赢创工业集团称，将恢复一家煤电
厂运营，但仅限今年秋季。

“缺煤”蔓延全球，煤价易涨难跌
在俄欧能源博弈引发全球能源危机

背景下，今年以来，英国、美国、印
度、西班牙等多个国家还遭遇了极端高
温天气，导致全球电力需求猛增，对煤
炭需求进一步增加。

国际能源署 （IEA） 7月预计，2022
年欧盟的煤炭消费量将在去年 14%的增
幅基础上增长7%，全球煤炭消费量将同
比增长0.7%至80亿吨，接近2013年创下
的历史新高。该机构还预计，2023年全
球煤炭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

尽管需求大增，但在能源博弈背景
下，全球煤炭供应预期还是偏紧。

煤炭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官方表示，
受极端天气以及自身产量规划影响，在
满足日韩等地区煤炭需求的基础上，短
期煤炭产量难以大幅提高。

翟堃表示，长远来看，未来煤炭会
在新的供需平衡体系下形成一个新的价
格，即推高全球煤炭价格中枢。全球减
排大方向下，煤炭行业已经多年低资本
开支运行，高能源价格和高企业盈利未
来将是常态。反映到国内，由于海内外
煤炭价差较大，导致煤炭进口成本提
升，我国煤炭进口量出现下滑，煤价得
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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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名前志愿消防员

涉嫌纵火被拘留

欧盟对俄煤禁令即将生效欧盟对俄煤禁令即将生效：：
国际煤价或再涨

88月月77日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查看空袭后的废墟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查看空袭后的废墟。。新华社／美联新华社／美联

泰国春武里府一家夜总会日前失火并导致十多
人死亡。据泰国官员8月7日证实，涉案夜总会老板
已向警方自首，他可能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罚款。

火灾8月5日发生在春武里府梭挑邑地区一家
人员密集的夜总会，目前死亡人数已增至15人。救
援人员说，多数死者在拥挤的夜总会入口或洗手间
里遇难，遇难者遗体被发现时已严重烧毁。

泰国内政部长阿努蓬·保津达说，这家涉案夜总
会属于无照经营。警方说，其老板在未经管理部门
许可的情况下把一家餐馆改造成了夜总会。

春武里府一名高级警官8月7日说，警方对失火
夜总会的老板发出逮捕令，后者随即向警方自首。

法新社以泰国警方为消息源报道，上述夜总会
老板是一名27岁男性，面临失职致人死亡、无照经
营娱乐场所等多项指控。如果其失职致人死亡的罪
名成立，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最多20
万泰铢（约合5000美元）罚款。

泰国总理巴育已向此案的遇难者家属表示慰
问，并下令调查此事。

据几名目击者称，8月5日凌晨1时左右，该夜总
会舞台上方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紧接着传来爆炸
声。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这家夜总会里的
人在失火时尖叫着逃跑，有的人衣服着火。

当地救援组织告诉媒体，由于这家夜总会墙壁
上的隔音材料易燃，火势蔓延得非常快，消防人员用
了3个多小时才控制住火势。

泰国近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娱乐场所火灾发生在
2009年。首都曼谷一家夜总会在跨年活动中发生火
灾，6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那起火灾由室内烟
花表演引发，其老板被判3年监禁。 新华社特稿

泰国失火夜总会老板自首

或面临10年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