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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拿什么拯救疯狂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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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的飙升之 活成本”。
势明显。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WTI）原油期
“去年经济衰退的基数效应是主要驱动
货今年上半年的涨幅超51.4%，同期，布伦特 因素，目前市场大部分支持韩国央行的观点，
原油期货半年来的涨幅则超过45%。
认为近期物价压力是暂时的，但同时因为市
2020年
在此背景下，根据韩国银行6月22日公布 场很多流动性，这使得很难预测未来的趋
的《2
021年5月生产者物价指数》，5月韩国生 势 。” 首 尔 国 立 大 学 经 济 学 教 授 Ahn
近
近一年韩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产者物价指数比前一个月上涨0.4%，达到 Dong-hyu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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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这已经是自去年11月以来连续7个月
根据韩国央行的说法，下半年CPI通胀可
年
上涨，同比去年上涨6.4%。
能有所减缓，并在2%附近波动，然后在2022
韩
与日常消费品一样，令韩国民众忧心的 年放缓至1.5%附近。不过，韩国央行已经将今
国
从农产品到工业品， 从物价到房价，涨
房价也在持续攀升。
韩国房地产院6月24日发 年的CPI预测从1.3%上调至1.8%，但维持明年
通
表的《6月第三周全国公寓价格动向》显示，公 1.4%不变。
声不断下，韩国的通胀势头愈演愈烈。即便
胀
寓交易价格和全租房价格分别上涨0.27%和
李家成指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通胀
从4月起就做好了物价上涨的心理准备，即
率
0.17%。其中，首都圈一周上涨0.35%，创下 在意料之中，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政府会采
情
便积极加大投放举措，但在国际原材料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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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年5月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取一些经济补贴，导致货币超发，韩国国内就
况
上涨的大背景和全球“放
而整个6月，首尔房屋销售价格上涨 有批评声音，认为文在寅政府大把发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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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月的0.8%涨幅进一步扩大。
过，韩国政府的确今年也有经济恢复增长的
水”的后遗症下，要稳住
“房价也是跟物价挂钩的”，辽宁大学国 压力”。
消费者的心有点难。当
际政治系副教授李家成指出，其实，韩国的房
在李家成看来，这种物价上涨的趋势可
然， 难的不会只是韩国，
价一直在涨，只不过今年的涨幅更高。一方 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
全球都感受 到 了 这 场 通
面，这与韩国通胀的趋势有关；另一方面，也 说，这种是属于疫情驱动下的经济增长模
跟国内的物资、
流通价格上涨有关，比如国内 式，而现在，韩国的疫情还在延续，政府需要
胀风暴。
的一些罢工可能导致供应链漏洞；另外，也会 通过经济刺激手段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压力，
涉及到政府的楼市调控政策以及房产税收政 要等到疫情平缓，政府的经济干预措施才会
策等等。
减少。
在此起彼伏的涨价面前，韩国政府已经
手段稳定物价，预防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风
6月底，韩国政府刚刚为今年新提出了价
对于当前的物价涨势，韩国企划财政部
险和通货膨胀上升势头。
表示，随着春季产品近期陆续出货，6月农产 是压力山大。韩国《中央日报》指出，各国央行 值33万亿韩元（约合291.9亿美元）的额外经
30年来最大涨幅
具体举措包括，进口2500万个以上的鸡 品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农副产品价格 向紧缩方向发出信号的同时，通货膨胀压力 济刺激预算。这是2021年第二个旨在缓解疫
虽然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但日复一 蛋，对食用玉米等部分进口粮食实施紧急配 涨势趋缓，随着三季度鸡蛋供应量的恢复和 也越来越大，随着消费者物价先行指标——
— 情影响的刺激方案，也是自去年以来的第六
日上涨的数据，多少还是有些令人震惊。当地 额零关税；鼓励洋葱、大葱等农产品提前发 四季度粮食、水果类的收获期到来，物价有 生产者物价指数持续上升，通货膨胀的忧虑 个方案，其目标是支持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
时间7月5日，韩国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 货，灵活发放3000吨储备白菜等等。
也在加重。
扩大新冠疫苗接种，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望回稳。
SIS）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副产品
不过，一系列举措暂未显示出明显的成
相较之下，韩国民众的收入却并未得到
当然，不只是韩国，全球都已经感受到了
物价指数累计同比上涨12.6%，创30年来最大 效。5月，在石油类、农畜水产品价格受基数效
类似幅度的增长。
一季度，
韩国家庭的平均
通胀风暴的迫近。在美国，
5月的个人消费支
“菜篮子”之外
涨幅。
应等影响有所上升的情况下，当月韩国消费
收入为438.4万韩元，同比增长了0.4%，家 出物价指数创下了13年来最大涨幅，同比上
按品类看，大葱价格上半年暴涨156.6%， 者物价继续走高，同比上升2.6%，是继4月之
不只是居民的“菜篮子”，韩国国内的消 庭平均消费支出为241.9万韩元，同比上涨 涨了3.9%。而去年8月至今，联合国粮农组织
创下近27年来的最高涨幅。苹果价格（54.3%） 后，增幅连续两个月超过2%。
费市场也已经是涨声一片。比如在个人服务 了1.6%。
（FAO）粮食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超过35%。
涨幅也创下22年来最高值。此外，梨（47%）、
到了6月，虽然略有降温，但仍然是值得 消费方面，韩国6月的外出就餐价格上涨了
不过，各国央行行长较为淡定，大部分
桃子（43.8%）、柿子（22%）等水果类和大蒜 警惕的数据。7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6 2.3%，是两年3个月来的最高纪录。
认为物价上涨是暂时的，
不大可能导致通胀
定时炸弹
（45.7%）、辣椒粉（34.9%）等香辛料价格也出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为
同时，受制于国际原材料，工业生产端也
持续走高。但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警告称，
现大幅上涨。此外，鸡蛋上涨38.9%，是自2017 107.39，二季度的消费价格上涨2.5%，创下 正经历着一场“不得不”的全产业链价格上
在日渐走高的生活成本面前，韩国政府 “忽视通胀将会使全球经济坐在一枚定时炸
年四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涨。以石油化工产品为例，6月，柴油和汽油分 也在不断表态安抚民心。韩国企划财政部长 弹上”。
2012年一季以后的新高。
事实上，物价上涨从今年年初就已经有
其中，农副产品价格同比上涨10.4%，已 别上涨了22.4%和19.8%。在韩国首都首尔市， 官洪楠基表示，低基数、部分农产品临时供应
已经有国家开始考虑收紧政策，截至目
了苗头。早在4月，韩国政府就表示，预计今年 经是自1月以来连续6个月呈现两位数涨势。 6月初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升汽油价格涨至 中断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将在未来得到缓 前，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匈牙利、捷克、墨西
消费者物价上升幅度可能超过2%；为此，韩 鸡蛋价格上涨了54.9%，大蒜和辣椒面的价格 1640韩元（约合人民币9.5元），与去年同期相 解，“政府将做好准备，防范通胀风险成为现 哥6个国家均已宣布加息。
实，防止过度的通胀预期，并采取措施稳定生
国政府表示，将集中政策力量、积极采取各种 则分别上涨48.7%和35%。
比，上涨了23%。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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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塔毒株全球蔓延 疫苗接种愈发紧迫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最早在印
度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
球蔓延，导致部分国家出现新一波疫情。
这再次凸显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多国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同时持续推
进疫苗接种。
处于冬季的澳大利亚正在经受新一
波新冠疫情袭击，多个大城市因出现本地
感染病例而纷纷封城，而传染性强的德尔
塔毒株正是澳多地出现新一波疫情的罪
魁祸首。由于传染性强，这一毒株给疫情
追踪和防控带来很大困难。昆士兰州首席
卫生官珍妮特·扬表示，一些感染者之间
只是非常短暂的接触。“新冠疫情暴发之
初，15分钟的密切接触令人担忧，但是现
在，这一时间是5到10秒。”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数据显示，过去一
个月来，俄罗斯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呈上
升趋势。莫斯科副市长拉科娃2日表示，莫
斯科市的疫情仍然严峻，目前该市主要流
行德尔塔毒株。
德尔塔毒株也在法国加速传播。法国
卫生部长韦朗2日表示，法国感染德尔塔
毒株的确诊病例现在已占新确诊病例的
“近三分之一”，“从绝对值来看，感染德尔
塔毒株的人数在一周内增加了近75%”。
德国近期新冠疫情逐步好转，当地衡
量疫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7天感染
率”不断走低，但德尔塔毒株正在德国快
速蔓延。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所长洛塔尔·威勒近期表示，估计目前
德国每两例新增确诊病例中就有一例感

染了德尔塔毒株。德国常设疫苗接种委员
会1日发布建议，无论接种者年龄大小，如
首剂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即腺病毒载体技
术疫苗，第二剂可接种mRNA技术疫苗，
这样接种的免疫效果相对于两剂均接种
阿斯利康疫苗“明显更优”。
近一个月以来，印度疫情出现放缓迹
象，截至4日已连续27天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数在10万例以下，最近几天降至5万以
下。印度当前绝大多数确诊病例感染的是
德尔塔毒株，不过，在此基础上的一个新
变种“德尔塔+”毒株近期也在印度出现，
但未大面积传播。据印度媒体报道，“德尔
塔+”毒株可能有更强的传染性，并具备一
定免疫逃逸能力。
当前印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
快为大量人口接种疫苗。印度总理莫迪曾
在6月初宣布，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在今年
年底前实现全民接种。然而据媒体分析，
按照目前速度计算，印度要完成为全国
9.5亿成年人完全接种的目标，需要至少
380天。
南非当前正处于第三波疫情高峰，尽
管政府已在一个多月内连续三次收紧了
防控措施，仍未阻止疫情迅速蔓延。今年5
月初，南非卫生部才宣布德尔塔毒株传入
该国。两个月以来，该毒株已成为驱动第
三波疫情的最主要因素。南非卫生部代理
部长玛莫罗科·库巴伊说，有充分证据证
明德尔塔毒株比其他变异病毒传染性更
强，即使之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也有可
能感染德尔塔毒株。

为应对第三波疫情高峰，南非在一个
多月内三次提升了封城等级。当前，南非
全境实施宵禁、禁止售酒、禁止堂食、学校
停课，疫情中心豪登省的民众更是被禁止
跨省出行。政府呼吁民众非必要不外出，
出门必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萝谢
尔·沃伦斯基表示，德尔塔毒株极易导致
“超级传播”，公众尽快接种疫苗对于疫情
防控至关重要。然而美国疫苗接种进度下
滑，白宫确认美国无法完成在7月4日独立
日前让70%的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
疫苗的目标。美疾控中心网站数据显示，
截至3日，全美完成一剂疫苗接种的人数
约1.82亿，约占美国总人口的54.9%；其中
完成两剂接种的人数约1.56亿，约占美国
总人口的47.3%。舆论分析，疫苗接种慢于
预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接种在不同族裔
之间不平等、不均衡。
另外，美政府此前宣布将在6月底前
向海外提供8000万剂新冠疫苗援助，目前
这一计划也面临滞后。美国政府称物流、
监管、法律程序等障碍影响了对外疫苗援
助进度。
巴西媒体公布的数据显示，近来巴西
新冠疫情呈好转迹象。巴西奥斯瓦尔多·
克鲁斯基金会专家认为，这是大规模疫苗
接种的结果。该基金会研究员、传染病学
家儒利奥·克罗达说，大多数老年人都完
成了疫苗接种，而随着疫苗接种覆盖面的
扩大，新增死亡病例数会进一步下降。
据新华社

日本热海市泥石流灾害失踪确切人数不明

4日，救援人员在日本静冈县热海市的泥石流灾害现场查看一辆损毁的汽车。 新华社/图

日本静冈县热海市市长齐
藤荣4日晚表示，该市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
确切人数尚无法掌握，此前公布的20人下落
不明只是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初步数据。
齐藤荣当晚在记者会上说，灾害发生初
期热海市接到报告“无法取得联络”的人数是
20人，目前掌握确切的失踪人数“有困难”。居
民户籍登记显示，受灾地区共有215名居民，
目前有147人无法联系。考虑到其中有人已经
搬家或灾害发生后离家避难，还不能把这147
人全部归为下落不明者，有关方面正在加紧
联系确认。
据新华社电

包括警察、消防和自卫队在内约1100名
救援人员4日在灾害现场展开搜救，当天有13
人获救，其中1人重伤。至此，泥石流灾害发生
后共有23人获救，近400人被安置在热海市设
置的15个避难所。
静冈县知事川胜平太在记者会上说，有
观点认为泥石流源头附近进行住宅用地修整
等导致山体保水能力减弱并引发灾害，县政
府将验证其因果关系。
日本静冈县热海市3日上午发生大规模
泥石流灾害，已致2人死亡，至少130栋房屋被
冲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