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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渔业撕破脸“脱欧”问题没完

受能源危机影响，国际油价近期持续

走高，也让石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当地

时间10月31日，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

阿美发布三季度业绩。数据显示，受原油

价格和产量上升的推动，沙特阿美第三季

度利润增至1141亿里亚尔（304亿美元），

上年同期为442亿里亚尔，同比增长

158%，超过了预期的291亿美元。

沙特阿美自2019年上市后一度成为

了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其第三季度的净

利润也创造了沙特阿美上市以来的新高。

得益于其股票交易以来最强劲的季度平

均原油价格，在沙特阿美公布业绩后，该

公司股价早盘上涨1%，今年以来累计上

涨约9%，市场估值略高于2万亿美元。

沙特阿美CEO阿敏·纳赛尔（Armin

Nass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三季度的

亮眼表现主要是由于“关键市场的经济活

动增加以及能源需求的回暖”，并认为石

油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维持在一个健

康的水平。

除了石油公司，产油国也从中受益。

沙特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沙特阿美每

年750亿美元的股息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股

息，而拥有沙特阿美98%股份的沙特政府

正试图缩小预算赤字。去年，随着新冠病

毒的传播，能源价格下跌，该国预算赤字

急剧上升。

而现在，根据沙特财政部上周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该国第三季度预算盈余约为

67亿里亚尔（约合18亿美元），今年迄今的

赤字缩减至54亿里亚尔。

具体而言，该国第三季度收入为2434

亿里亚尔，其中原油收入约为1480亿里亚

尔，较去年同期增长60%；非原油收入下

降22%，至950亿里亚尔。与此同时，沙特

第三季度公共支出同比下降8%至2367亿

里亚尔。

有人欢喜有人忧，对一些石油主要依

靠进口的国家来说，油价目前已涨至多年

高点。截至10月29日，西得克萨斯州中质

原油（WTI）价格收报每桶83.57美元，从

10月中旬以来就一直维持在每桶80美元

以上。而布伦特原油价格在整个10月都超

过了每桶80美元，上周还一度涨至85美元

以上。

根据高盛的预测，随着冬季全球能源

需求继续上升，国际油价在今年年底很可

能将达到每桶90美元乃至更高。期权市场

中甚至有交易员押注明年年底油价将达

到每桶200美元。

在此情况下，全球主要的石油消费国

正在敦促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

产量，以解决当前能源紧张的问题。自8月

份以来，美国就屡次向OPEC+喊话，要求

额外增产原油。

然而OPEC+不为所动，在10月初表

示将按原定计划逐渐增加产量，不会额外

增产以帮助缓解能源危机。

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10月31日，拜

登政府指责OPEC+导致美国汽油价格飙

升，并继续向OPEC+施压，要求其增加原

油产量。

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NBC节目

中表示，美国汽油涨价就是因为OPEC垄

断造成的，她说：“天然气价格当然是基

于全球石油市场，石油市场是由OPEC+

控制的，所以他们对石油提价有更多的

发言权。”

接下来，OPEC+将于11月4日召开会

议。但路透社报道指出，OPEC+可能依旧不

会行动，继续坚持每月增产40万桶的计划。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也认为，石油要经过很多的环节才

能到达消费者，中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目

前国际油价上涨主要是由于供应链以及

通胀，并不是石油产能不足。所以OPEC+

马上决定增产的可能性不大。

事实上，已经有多个OPEC+成员国

表达了这一观点。其中，主导国之一沙特

阿拉伯表示，由于疫情还未完全消退，这

将对国际石油市场形成压力，而且燃气机

器并不能完全转化成燃油，能源危机对石

油需求提振效用并不大，因此，该国认为

OPEC+对石油供应量保持谨慎的态度是

正确的。

沙特认为，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不排除原油需求再遭毁灭性打击的可能

性，明年原油库存预计将大幅上涨。

此外，OPEC+成员国之一的安哥拉

也拒绝了增加石油产量的要求，称该组织

逐步增加供应的计划正在发挥作用。

“许多国家和供应商呼吁增加石油产

量，并要求OPEC+增产，”安哥拉石油部

长DiamantinoPedroAzevedo在一份声

明中说，“但在我看来，OPEC+在7月达成

的每日增产40万桶的计划效果很好，没有

必要偏离这个计划。”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北京商报2021.11.2

根据日本媒体1日凌晨公布的选举结果，

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赢得日前举行的

日本第49届国会众议院选举，所获席位大幅

超过半数。

结果显示，自民党和公明党在众议院465

个席位中获得293席，大幅超过日本首相、自

民党总裁岸田文雄选前设定的胜负线233席，

自民党和公明党将继续联合执政。

结果显示，自民党获得261席，减少15席；

公明党获得32席，增加3席。在野党方面，立宪

民主党获得96席，减少13席；日本维新会获得

41席；国民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分别获得11

席和10席；令和新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别获得3

席和1席。

10月31日，日本举行第49届国会众议院

选举，1051名候选人争夺465个席位，朝野9

个党参与。据日本媒体统计，此次选举投票率

为55.95%，较2017年众议院选举高了2个百

分点。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采

取小选区制与比例代表制并立的选举制度，

465个议席中小选区为289个，比例代表176

个。小选区由选民直接对候选人进行投票，得

票最多者当选；比例代表选区则由选民对各

政党进行投票，根据得票数多少，按一定比例

给各政党分配议席。 据新华社

11月1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新闻发布会。CFP/图

英法捕鱼权的争夺闹得沸沸扬扬，连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两国领导人都有些剑拔弩张。这边，英国首相约翰逊

“要求欧盟控制马克龙”，那边，作为法国总统的马克龙也不甘示弱，要求英国“尊重规则”。昔日好兄弟反目，无非是立

场各站一边，渔业问题只是一个侧面，英国虽然已经“脱欧”，但太多问题仍然模糊不清，未来，矛盾或许不会只在英法

之间，也不会只在于渔业。

各执一词

吵了好几天，英国和法国还是不打算各

退一步。当地时间10月31日，在二十国集团峰

会期间，约翰逊和马克龙在没有助手的情况

下进行了一对一会晤，时间约为半个小时。

不过，这次会晤并未能给渔业争端一个

明确的结果。会后，法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

明，对两国解决冲突持乐观态度，称法英领导

人同意在未来几天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

决捕鱼权争端。据路透社援引法方官员的话，

马克龙向约翰逊表示，期待双方相互尊重。这

次会面后，双方将继续交换意见，找到为争端

降温的方法。

然而，英国政府的态度却有不同，约翰

逊的发言人否认法方说法，并告诉媒体记

者，想要缓和两国关系，应由法方率先采取

行动，“应由法方决定是否收回他们近日所

作威胁……这是他们的事。如果他们想要为

他们作出的威胁降温，我们当然欢迎”。

该发言人还表示，在和马克龙的会晤中，

英国首相的重点任务是说服欧盟修改《北爱

尔兰议定书》，而这是英国“脱欧”协议中的关

键内容。

“约翰逊要求欧盟控制马克龙”，英国《每

日电讯报》称，就在英法领导人会晤前一天，

约翰逊指责马克龙参与了针对英国的威胁。

约翰逊还曾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告

状，抱怨巴黎在捕鱼许可证问题上“完全不讲

道理”的威胁，并警告称，英国可能为此采取

“脱欧”后首次贸易争端解决行动。

马克龙也放了狠话，他说：“我们已交给

英国首相一份文件，说明如何化解争议的方

法，目前有待英国方面的响应。”马克龙还警

告，法国准备的第一批报复措施将于11月2日

开始实施。

马克龙指的是法国于10月27日宣布的一

系列措施，包括禁止英国渔船进出一些重要港

口，对英国跨海域贸易商品进行严格的审查。

矛盾升级

英法双方在渔业问题上的恩怨由来已

久，但过去几天，矛盾持续升级。今年1月1日，

英国“脱欧”后相关贸易协议正式生效，根据

这份协议，欧盟国家渔民可以获得捕捞许可，

进入英国海域捕鱼。不过，对于捕捞许可的通

过率，双方却是各说各话。

根据法国海洋事务部9月底公布的数

据，在法国渔民向英国政府递交的175份捕

鱼许可申请中，75份申请尚未获批；向英属

泽西岛递交的211份申请中，105份尚未获

批；英属根西岛仅向法国渔船颁发了64份临

时捕鱼许可。

但英国否认这一说法，坚称已批准98%

的欧盟船只在英国水域捕鱼的许可证申请。

不止如此，英属泽西岛政府今年4月出台了

新的捕鱼许可制度，要求法国渔船提供

2017年初至2020年初的本海域捕捞数据，

法国认为这一规定违反“脱欧”协议。法国渔

民曾为此在泽西岛附近海域抗议，曾引发英

法军舰对峙。

在这一背景下，10月27日，法国忍无可

忍，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表示：“我们的

耐心是有限度的，绝不允许英国拿‘脱欧’协

议‘擦鞋底’。”他还警告，将于11月2日起正式

采取报复措施。

另外，法国还在酝酿第二轮制裁，不排除

重新考虑对英方的电力供应。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英国本岛，英属泽西岛距离法国近得多，

电力供应依赖与法国相连的海底电缆。虽然

英国曾表示会全力支持泽西岛，但法国真的

出手，那该岛的产业无疑将受到冲击。

同一天，法国海事警察还对两艘英国渔

船进行了处罚。其中一艘渔船因妨碍检查被

处罚；另一艘渔船因没有在法国海域捕捞的

许可，已经被扣留在法国北部港口勒阿弗尔，

该渔船船长可能面临刑事起诉。

英国也随即反击，10月28日，英国召见法

国驻英大使卡特琳·科隆纳，要求就法国威胁

对英采取反制措施作出解释，这是几十年来

英国首次召见法国驻英大使。

“脱欧”后遗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杨成

玉看来，关于渔业的争端，一方面在英法之间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是遗留的历史矛盾，特别

是渔业的核心区域。另一点则是在英国“脱

欧”的背景下，与英国相邻、贸易往来密切的

不少是属于法国的区域，如法国加莱港，关税

壁垒等问题就会直接对法国的一些产业造成

影响，比如物流业。

杨成玉指出，其实从经济规模来看，渔业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总量占比都不算太

大，两国在渔业问题上争夺，不仅是经济利益

上的博弈，更多是象征性的文化和社会层面

的博弈。英国“脱欧”意味着脱离欧盟单一市

场，无论是贸易商品还是产业布局都会面临

重新洗牌，典型的如渔业和金融业，欧盟也在

吸引金融业落户，比如巴黎开始着力建设国

际金融中心。

的确，不只是捕鱼权和金融服务，在新冠

疫苗领域，双方曾摩擦不断，而围绕北爱尔兰

贸易问题等方面的矛盾也持续存在。就在10

月26日，欧盟委员会谈判团队前往英国伦敦，

与英国进行“数日深入讨论”。

这次的矛盾焦点在于“北爱尔兰议定

书”，该文件为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的一部分，这一文件实施特殊安排，让北爱尔

兰实际上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及欧洲单一市场

内，避免北爱尔兰与爱尔兰间设下“硬边界”。

在此情况下，从英国本土运往北爱的货物须

经检查，以防有风险的货物进入欧盟成员国

爱尔兰。

正是边境检查的程序等问题，双方争执

不下。约翰逊甚至强调，除非北爱尔兰贸易争

端得到解决，否则英国将退出与欧盟签署的

“脱欧”协议的一部分。

杨成玉也表示，虽然英欧双方达成了一

个协议，但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说清楚的事项，

其中就包括渔业、边境问题，很多问题都需要

英国和欧盟进一步谈判。不过，眼下英欧双方

都还没有把重点精力放在解决“脱欧”后的矛

盾上，更多是在疫情防控上，而英国还在致力

于建立全球贸易网络。

“渔业更像是一个导火索，未来，英国‘脱

欧’之后的一些问题会进一步放大，不仅是几

个产业的问题，而是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

化等一些系统性问题，矛盾方也不会限于英

法之间”，杨成玉坦言。

北京商报记者汤艺甜

法国方面发表声明宣布

将从11月2日起禁止英国渔船在部分法国口岸卸货

并加强对英国船只、往返英国卡车的检查

法国海事警察对两艘英国渔船进行了处罚

10月27日10月27日晚

英国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说

法国的制裁措施不符合《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和更广泛的国际法

10月28日

英国召见法国

驻英大使卡特

琳·科隆纳，要

求就法国威胁

对英采取反制

措施作出解释

法国总统马克龙

指责英国为了一

己之利违反艰难

达成的“脱欧”协

议，信誉堪忧

10月29日

10月30日

英国首相约翰逊指责

法国在捕鱼许可证问题上“完全不讲道理”的威胁

马克龙与约翰逊在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会面

法国表示，双方都有信心解决这个冲突性问题，

并且在未来会采取相应的可行措施

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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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表示，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认为法国对其发出的威胁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