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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暂停航空补贴争端相关报复性关税已筹200亿 欧盟大手笔振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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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州大断电危机会重演吗

伴随着各成员国的陆续“重启”，欧盟

也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复兴计划，发债筹钱

就是第一步。当地时间6月15日，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已经通过10年

期债券筹集到200亿欧元（约合1560亿元

人民币）的资金，用于“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EU）复兴计划。

这笔200亿的债券是“下一代欧盟”复

兴计划筹集到的第一笔资金。到2021年

终，欧盟委员会希望能够发行800亿欧元

债券和欧元短期票据，筹措足够多的资金

用于欧盟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兴计划，防

止重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覆辙。

“下一代欧盟”复兴计划是欧委会在

去年5月提出的，今年4月正式公布，该

方案按照欧盟国民收入2%的比例、利用

欧盟委员会的信用在金融市场筹集

8000亿欧元，用于促进疫情后欧洲区域

经济复兴。

欧委会强调，这一计划的专项基金主

要有三方面的用途，即支持成员国的经济

复苏、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以及加强欧盟

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而通过“欧盟下一

代”复兴计划，欧盟将在未来着力打造绿

色新政、数字转化和应对危机的韧性。

具体而言，约8000亿欧元的资金主

要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救助欧

盟27个成员国，包括3380亿欧元拨款和

3860亿欧元贷款，其余部分用于一些欧

盟联合计划，用于建筑物改造、铁路建

设、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高速电信网络

完善等领域。这笔资金将在未来五年内

分批发放。

冯德莱恩表示该债券受到国际投资

者的欢迎，欧盟委员会也会支付略低于

0.1%的利息。

的确，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投资

者对这笔200亿欧元债券的认购额逾

1400亿欧元。这是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的公开银团债券发行交易，是其2020年

10月发行的10年期票据规模的两倍。

日前接受采访时，欧洲央行行长拉加

德对此评价颇高，称这一刺激计划将“改

变欧洲的未来”。不过，欧盟能否真的通过

该计划复兴，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欧盟统计局称，欧元区19国4月份未

经调整的贸易顺差为109亿欧元，而2020

年4月份为23亿欧元。欧元区整体出口增

长43.2%，而进口增长37.4%。但4月顺差

仍低于分析师预估的158亿欧元。

同时，欧元区19国4月零售销售较前

月下降了3.1%。该降幅高于预期。

具体而言，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在疫情

期间遭受了严重的衰退。西班牙经济在

2020年收缩了10.8%，该国预计在“下一

代欧盟”计划的2021-2026年期间获得约

700亿欧元的赠款和700亿欧元的贷款。

同时，葡萄牙预计获得140亿欧元的

赠款和26亿欧元的贷款。意大利也将与欧

盟委员会签署1915亿欧元的贷款和赠款。

“实施是关键”，布鲁盖尔智库的主管

冈特拉姆·沃尔夫说。他表示，欧盟国家制

订的许多复苏计划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也

警告：“归根结底，政府必须将它们落实到

位，这意味着需要克服一些国内阻力。这

就是挑战。”

以西班牙为例，据了解，西班牙获得

资金的40%将用于能源转型和其他绿色

项目，30%用于数字化建设，10%用于教

育和培训，7%用于研发。不过，也有质疑

的声音传出，指责政府对欧盟基金过度集

中控制，资金没有充分用于养老金体系、

财政赤字和功能失调的劳动力市场。

此次欧盟的债券发行采用的是银团

承销方式，即由一组银行负责招揽投资

者。参与此次首只复苏基金债券发行的银

行包括法国巴黎银行、DZ银行（DZ

Bank）、汇丰、联合圣保罗银行、摩根士丹

利、丹斯克银行和桑坦德银行。

但值得一提的是，据英国《金融时报》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摩根大通、花旗、美

银、巴克莱、德银、野村、意大利裕信银行、

国民西敏寺银行（NatWest）、法国外贸银

行（Natixis）、法国农业信贷银行10家国

际大型银行已被告知，由于之前曾卷入操

纵市场的丑闻，不能参与这些交易。

“这些银行必须证明，它们已经采取

了欧盟委员会在裁决这些案件时要求采

取的所有必要补救行动。”6月15日，欧盟

委员会预算专员约翰·哈恩公开表示，“委

员会期望得到所需的资料并加以分析和

评估，但无法预测要花多长时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政府和超

国家债券承销量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7

家位于上述黑名单中。这次被欧盟委员会

禁止参与银团包销的10家银行也被排除

在“一级交易商”之外，这意味着它们也无

法在9月开始的欧盟定期债务拍卖中竞标

债券。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北京商报2021.6.17

美国和欧盟15日就波音和空客航空补贴

争端达成五年关税休战协议。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

当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欧盟委员会负责贸

易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

基斯就美国与欧盟大型民用飞机补贴争端达

成原则性协议。双方同意暂停针对彼此的报

复性关税，为期五年，并将成立工作组，通过

谈判寻找解决这一争端的办法。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协议达成后，双方

有更多时间为航空补贴争端寻找解决方案，

为进口商节省数十亿欧元的关税成本。

美国与欧盟的航空补贴争端可以追溯至

2004年。世界贸易组织先后裁定，美国与欧洲

国家均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

问题。

2019年10月，世贸组织授权美国每年对

约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和服务采取加征

关税等报复措施。2020年10月，世贸组织授

权欧盟每年对不超过39.9亿美元来自美国的

商品和服务加征关税。2021年3月，欧盟与美

国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暂缓执行各自与

大型民用飞机补贴争端相关的报复性关税，

为期4个月。 据新华社

15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美欧峰会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总统拜登、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
斯·米歇尔出席会议。 人民视觉/图

今年2月，得州的暴风

雪压垮了电力供应网。寒

来暑往， 现下的高温又差

点“烤化”得州的电线。对

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

说，上次是饥寒交迫，这次

是高热难耐。 而作为美国

的能源大州， 一次次的危

机也导致用电成本在不断

飙升。

双重考验

时隔4个月，得州的电力系统又出问题

了。周二，美国得克萨斯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

（ERCOT）称，截至当地时间周一下午2：30，

该州发电厂的停电量上升到12178兆瓦，风

能、太阳能发电量均低于正常水平。

“在夏季刚开始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很

不寻常。”ERCOT负责电网规划和运营的副

总裁WoodyRickerson说道。

此番的电网压力来自于用户的高电量需

求。据ERCOT估算，光是周一，其电网的用电

需求就将达到7.3万兆瓦，刷新历史上6月最高

用电需求。

高电量的需求或许是由于提前的高温天

气。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本周美国西部和西

南部地区将出现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在6月

20日正式入夏之前的一周，得州气温预计将

超过90华氏度（32.2°C），部分地区的温度预

计将超过100华氏度（37.8°C）。
一边是酷暑下用电高峰再度来临，而另

一边则是供应紧张。眼下，当地电网因检修正

遭遇大量停工，得州电力系统因此失去了超

过12000兆瓦的发电量———这相当于220万

户家庭夏季一天的电量所需。

根据ERCOT的数据，大约75%损失电力

来自于火力发电厂，而那些需要进行维修而

关闭的发电机数量是预期的4倍。

对于断供的原因，ERCOT也讳莫如深。

公司高级主管沃伦·拉舍周一在记者电话会

议上说，他并没有得到具体是哪些电厂断供

以及为何断供等信息，因为这可能会侵犯发

电厂商的商业秘密。

缺电直接导致的就是电价飙升，目前得

州电价已经刷新了2月以来高位。据统计，得

州主要区域的实时边际电价在当地时间周一

下午1：30左右达到1000美元/兆瓦时，在下午

2：15左右达到近2000美元/兆瓦时。

同时，由于天气预报显示当地本周余下

时间仍将持续高温，当地人士猜测电价或许

还会进一步上涨。

ERCOT官员解释称，他们已采取“计划

停电”来恢复电网平衡，预计本周末电力紧张

的情况将得到缓解。

不过，电网专家仍警告称，大规模停电的

风险仍然存在，除非该州采取更多措施彻底

改革管制松散的能源市场，并能够在紧急情

况下提供更多备用电源。

重蹈覆辙

作为美国的能源大州，得州已经不是第

一次面对供应危机了，今年2月的严重断电事

件还历历在目。

当时，得州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

大规模断电事件，数百万人在极端严寒天气

下遭遇断电且持续数日，电价一度飙涨至

9000美元/ 兆瓦时，饮用水、肉制品等商品

短缺。

在这场暴风雪中，得州的经济损失高达

1300亿美元，数家电力零售业者和电力合作

公司破产。而ERCOT也由于电网设计问题受

到严厉批评，其未能做好在紧急情况下维持

供电的准备。最终，该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等5

名董事会成员辞职。

还没等工厂从这场暴风雪中缓过来，在

不到两个月后的4月，“停电”卷土重来。按照

得州电网当时的解释，是由于一股冷空气正

穿过该州，限制了得州的风力发电和光伏发

电，同时一些工厂也在进行与2月风暴有关的

维修，电力供应出现紧张。

虽然这次的危机时间很短，但得州现货

电价一度飙涨逾3300%，在一些地区，电力批

发价格甚至大涨了10000%。

讽刺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电力危机

的得州，历来被称为美国的“能源心脏”。作为

美国著名的发电重镇，这里花费数百亿美元

建造了众多的风力发电机，风电发电量高居

全美第二。

为何靠不住

面对着再次大断电的风险，ERCOT建

议当地居民采取简单的行动来帮助减少用

电。包括将空调控制在78华氏度（25.5°C）
或更高，因为每下调一度，能源消耗就会

增加6%-8%。此外，还有关掉电灯和水池

水泵，避免使用烤箱、洗衣机和烘干机等

大型电器。

“但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厦门大学中

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说道。在林伯

强看来，得州的危机一再重演还是因为其本

身的电网运营机制。

得州于1970年建立了ERCOT，其电网覆

盖得州75%的土地，管理该州2600多万用户

的电力流量，约占该州电力总负荷的九成。得

州是美国大陆唯一一个运营独立电网的州，

这使它能够避免联邦监管，但也限制了其从

其他电网获取紧急电力的能力。

大宗商品数据和分析提供商Clipper-

Data的大宗商品研究主管Matt Smith表

示，“EROCT本应拥有足够的储备，以满足

今年夏季的用电高峰需求。但现在才刚进入

6月中旬，首次出现高温警报他们就已经开

始寻求保护了。这对未来几个月来说不是个

好兆头”。

事实上，也有不少人在质疑得州电力的

这种供应模式。就在上周，得州州长格雷格·

阿博特表示，“得州现在需要做出一切努力来

修复电网”。

此次ERCOT“节约用电”、计划性停电的

要求，更是加大了民间对得州电网运行方式

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声。

其实就在6月初，得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

法案措施，应对当地断电事故频发的状况，不

过部分法案遭到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的反对，

得州议会决定暂不对此进行改革。

林伯强直言，如果得州的这种机制不改

革，这些措施仍不足以应对下一场电力事故。

有分析人士称，夏季正是得州用电最多的时

候，下月得州有可能面临又一次大规模停电

事故。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2021年得州断电时间表 ▲

下午1时30分

1000美元/兆瓦时

下午2时15分

2000美元/兆瓦时

2月15日

得州电价一度飙升至9000美元/兆瓦时

4月14日

得州现货电价一度飙涨逾3300%，某些
地区电力批发价格上涨了10000％

2月14日

美国得州在极端低温天气下大范围
轮流停电

3月1日

得州最大、 建立时间最长的电力合
作公司布拉索斯电力在休斯敦申请
破产保护

6月14日

得州发电厂的停电量上升到12178兆瓦，
风能、太阳能发电量均低于正常水平

2021年6月14日得州电价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