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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定于当
地时间３日公布《清洁电力计
划》最终版本。他称这项计划
是美国迄今为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而迈出的“最大、最重要
的一步”。美国共和党对此表
示强烈抵制，支持火力发电的
利益集团打算闹上法庭，阻止
减排。

奥巴马政府去年６月公布
《清洁电力计划》提案，首次对
发电企业碳排放作出限制，要
求发电企业到２０３０年将碳排
放量在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减少
３０％。而最终版《清洁电力计
划》则把这一减排目标提高为
３２％。

奥巴马在２日发布的一段
视频讲话中说，火电厂是美国
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来源，而
联邦政府迄今没有采取任何
限制措施。按照他的说法，应

对气候变化，不该把难题留给
下一代人。“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健康和安
全，是得做出改变了。”

发电企业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占美国总体排放量的大
约４０％，而二氧化碳是导致气
候变化的最常见温室气体。美
国环境保护署署长吉娜·麦卡
锡说，如果《清洁电力计划》获
得执行，燃煤发电所占比例将
在２０３０年下降为２７％，新能源
所占份额将会提高。

奥巴马政府此项减排计
划遭到共和党强烈反对，后
者认为《清洁电力计划》“走
过了头”、“过于苛刻”，将会
给美国经济带来“破坏性后
果”。

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前佛
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说，奥
巴马的减排计划导致电价上

涨，“使无数人失去工作”。另
一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马尔
科·鲁比奥说，除了高电价，减
排计划针对发电企业采取的
措施是“灾难性”的。

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
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策动
下，一些来自共和党的州长表
示，不会执行奥巴马的减排计
划。

美国全国矿业协会表示
将在联邦法院阻止减排计划
的推行。协会主席哈尔·奎因
说，美国人将为此承担更高的
用电成本，而且供电网络的可
靠性也会降低。

对此，麦卡锡认为，减排
计划“合理”且“可以完成”，
各州可按照各自情况逐步落
实。如果州政府拒绝上报本
州的减排方案，环境署将有
权强制执行环境署版本的方

案。
应对气候变化是奥巴马

希望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
奥巴马去年１１月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时，中美两国共同发
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其中，美国首次提出计划到
２０２５年，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排
２６％至２８％。

目前，奥巴马任期临近结
束，而《清洁电力计划》的实施
和各州提交减排方案都有几
年“过渡期”，这一减排计划将
主要在下一任总统执政时开
始执行。

民主党总统提名热门人
选希拉里·克林顿已表态支持
奥巴马的减排计划，称这是

“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她同时
批评共和党人拿不出可行的
替代方案。

综合新华社消息

本报讯 据韩国保健福祉
部消息称，上周末韩国又出现5

例疑似MERS患者。五名疑似患
者均是在访问中东地区返回韩
国 后 ，出 现 发 热 、流 鼻 涕 等
MERS疑似症状。韩国政府现已
对五位疑似患者实施隔离观察
并进行基因检测。目前，已有72

人被隔离。
据韩国中央MERS对策本

部消息，8月 1日已对从阿曼返
韩的第1例疑似患者、从科威特
返韩的第 2例疑似患者进行了
基因检测，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8月3日将对两例疑似患者进行
二次基因检测。从阿联酋返韩
的第 3例、第 5例及由约旦返韩
的第 4例疑似患者也于 8月 2日
完成了基因检测，结果同样呈
阴性，第二次基因检测预计将
于明日进行。

截至发稿前，与第1、2、3例
疑似患者接触过的72人已被隔
离，韩国保健福祉部称将继续
追踪调查第 4、第 5例疑似患者
移动路线，隔离相关接触者。

据人民网

韩国再现5名

MERS疑患

据新华社8月3日电 希腊股
市历经１个多月休市后，３日重新
开市，早盘下跌将近２３％。

当天开盘后数分钟，希腊主
要股指即创有史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银行股成为当天下跌重灾
区。其中，希腊最大商业银行希
腊国民银行股价大跌３０％，触及
跌停板。

作为希腊资本管制措施的
一部分，希腊股市６月底开始休
市。

希腊股市重开

早盘下跌近２３％

奥奥巴巴马马：：２２００３３００年年减减排排三三成成多多
或成其又一笔“政治遗产”，共和党强烈抵制

遭遭““大大哥哥””监监听听 日日方方仅仅““遗遗憾憾””
日本国内民众嘲讽安倍为美“仆从”

维基揭秘网站７月３１日曝光美国政府监听日本政要、重要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等，事发３天后，日本政府终于
正式表态，称日方“正强烈要求”美方核实这一消息，“如果属实，日本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的态度，与此前
同遭美国窃听的德法政府形成鲜明对比。这折射出，战后７０年，日本和美国的不平等关系故态依旧。

民众嘲讽“仆从心态”

美国在窃听问题上的双
重标准，以及安倍政府逆来顺
受的对美仆从心态，招致日本
民众猛烈抨击和嘲讽。

按照日本政府和主要媒
体的一贯作风，这次窃听日本
的如果是其他国家，他们恐怕
会吵翻天。而现在出奇的沉
默，实际上正是日美不对等地
位的写照。

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教
授金子胜对安倍政府的装聋
作哑极为不满。他在社交媒体
上说：“默克尔抗议了，日本没
有任何抗议的表示，安倍首相

是美国的奴隶吗？日本简直是
美国的属国。”

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
前局长孙崎享指出，面对同
样的事件，德法首脑向美国
强烈抗议，警告此类举动将
损害同盟关系，而日本政府
最多发个照会了事，“被美国
拔掉骨头的日本，连抗议都
不敢”。

历史学者山崎雅弘嘲讽
说，安倍整天叫嚣着要摆脱

“战后体制”，一旦对手是美国
政府，马上变成了“一条乖乖
的小狗”。 综合新华社消息

安倍政府“装聋作哑”

日本政府的这一反应，令人
大跌眼镜。窃听日本事件曝光后，
并没有像此前美国窃听德国、法
国丑闻那样在当事国之间掀起一
场外交风暴。日方没有抗议，没有
诉苦，甚至还有政府高官对美国
的行为表示“理解”。

虽然此前有日本媒体援引日
本政府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方如
确认被窃听一事属实，将向美国
提出抗议。但几天过去了，日方仍
没有公开表示抗议，有政府人士
甚至还强调此事不会影响日美同
盟间的信赖关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

纳在例行记者会上也确认，美国
没有收到日本方面任何“正式或
非正式”的抗议。

日本政府对窃听事件的反应
与德法等美国在欧洲盟友形成鲜
明对比。近期，在爆出美国国安局
监听多名法德政府首脑后，法德
均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和抗
议。被爆手机遭美国监听的德国
总理默克尔更是直接向美国总统
奥巴马提出抗议。

不仅日本政府“装聋作哑”，
日本主要媒体也“集体沉默”，仅
在报纸不起眼的角落里对窃听事
件一笔带过。

8月３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这一
事件简要作答，拒绝就“民间组
织发布的来路不明的文件”予以
置评，同时表示，日方“正强烈要
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
克拉珀核实这一消息。

“如果属实，作为盟国，日本

感到极为遗憾。”菅义伟说。
维基揭秘网站上月３１日披

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对象包
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官房长官
秘书等政要、中央银行以及三菱
商事、三井物产等大企业的能源
部门。美方最早２００７年就开始监
听，主要收集与日美关系、贸易

谈判、核电政策等相关的政治和
经济情报。该网站称：“文件展示
了美国监听日本政府的深入程
度，从众多日本政府部门和民间
机构收集并分析相关情报。”

然而，按照菅义伟的说法，
由于采取了“万全之策”，日方的
秘密没有泄露。

对菅义伟作为政府发言人
的回应，一些日本民众表示不
满。

“‘如果属实，极为遗憾’。明
摆着一直在窃听。”一名网民写
道。“用一句‘极为遗憾’就完事
了。这样的领导层，日本不会出
问题吧？”另一名网民说。

日方回应平淡，民众直呼不满

美国总统奥巴马（资料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资料片）

毛里求斯

开始搜寻MH３７０

据新华社巴黎８月３日电
马来西亚代表团与法方相关人
员３日在巴黎举行闭门会议，讨
论对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飞
机襟副翼残骸进行鉴定事宜。同
时印度洋西南部岛国毛里求斯
宣布，毛里求斯警方将在沿海地
区寻找可能出现的马航ＭＨ３７０
客机残骸。

记者看到，由马来西亚民航
局局长爱兹哈尔丁率领的马来
西亚５人代表团３日下午抵达巴
黎一区的巴黎司法宫，开始与负
责调查马航ＭＨ３７０客机失事的
法国法官、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
析局代表、法国宪兵代表举行闭
门会议，讨论近日在印度洋法属
留尼汪岛发现的飞机襟副翼残
骸鉴定事宜，并协调调查工作。

德国科隆大学地质学家汉
斯－乔治·赫尔比希在飞机襟副
翼残骸照片上发现，残骸上面附
着的“贝壳”很可能是一种名为

“茗荷儿”的甲壳动物，生活在澳
大利亚西部较冷的海域。

法国媒体还报道说，印度洋
西南部岛国毛里求斯３日宣布，
毛里求斯警方将在该国沿海地
区寻找马航ＭＨ３７０客机疑似残
骸。毛里求斯是应马来西亚的要
求进行搜寻的。马来西亚交通部
长廖中莱２日发布声明说，马来
西亚民航局正在寻求法属留尼
汪岛附近国家多家民航机构协
助搜寻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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