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18日/星期二/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杨清华 / 美编 郭子君 / 校对 何绮云

A9今 ·热闻/国际日

1 月 20 日，拜登入主白宫就整
整一周年了。拜登干得如何？从
民调结果看，美国民众“不满意”。

拜登执政的这一年，美国面
临各种问题：新冠疫情，政治分
裂，气候问题，种族平等，外交挑
战等等。

美国多家媒体分析认为，拜
登政府在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
绩。比如，新冠疫情方面，拜登上
台后比较有效地推动了疫苗接
种，在德尔塔毒株和奥密克戎毒
株袭击之前，美国的疫情有所缓
解；在经济方面，拜登“重建美国
计划”的三个部分中，应对疫情的
计划和修建基建的计划的法案都
在国会通过，美国的失业率进一
步 下 降 ，从 特 朗 普 执 政 尾 期 的
6.3%降到 3.9%；在外交方面，拜登
政府虽然经历了阿富汗撤军乱
局，但美欧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但是和成绩相比，拜登政府
的失败显得更加刺眼。

疫情方面尤为明显，去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时，拜登曾宣
布“美国就要摆脱这个致命的病
毒”，但随后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就

接连到来，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几
十万上百万的情况下，很多民众
虽然不得已“淡定”，但有关如何
应对下一步疫情依然争论不休，
对白宫防疫政策的指责也越来越
激烈，甚至联邦最高法院也介入，
否决了拜登政府要求大企业强制
员工接种疫苗和戴口罩的计划。

在经济方面，虽然上述的一
些数据不错，但美国的通货膨胀
最近达到 30 年来最高水平，一些
分析认为这将给共和党人对付拜
登和民主党人提供了一颗“政治
炸弹”。而重建美国计划方面，虽
然通过两个法案，但第三个“重建
美好法案”却在参议院搁浅。这
个不仅对拜登帮助美国低收入家
庭的计划有影响，而且因为该法
案中包含促进新能源建设的内
容，对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
雄心也是个打击。

在国内政治方面，民主党人
和共和党人之间的鸿沟还在继续
扩大，在如何看待国会山骚乱、各
州有关投票权的规定等问题上更
是水火不容。特别是关于投票权
方面，民主党内激进派认为一些

共和党控制的州的法令，大大限
制了少数族裔的投票权，而拜登
行动不仅太晚，而且很无力，所以
他们对拜登也很不满，令民主党
出现“内部分裂”。

总之，用美联社 16 日一篇分
析的话说，拜登上台时，曾誓言要
实现结束疫情和团结美国两大目
标，但一年过去，美国的这两大病
症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

所以民意自然对拜登表示不
满。最新有关拜登支持率的各家
民意调查中，最低的一家这一数
据是 33%！长于政治分析的知名
网站“五三八”综合各家民调结
果 ，得 出 拜 登 目 前 的 支 持 率 是
42%。在过去三十年，执政一周
年时，支持率低于 42%的只有特
朗普，他当时这一数据是 39%。

支持率这么低，对拜登和民
主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五三
八”的分析认为，这说明美国公众
对拜登一年来的总体表现“不满
意”。这个不满意将直接导致民
主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涉及所
有众议员席位，三分之一参议院
席位和部分州长席位）将会败选，

共和党极有可能在众议院和参议
院都占多数，届时拜登政府想要
推行什么政策就更难了。

这是不是说明拜登这个任期的
前景就非常黯淡了呢？美国有线新
闻网（CNN）的一篇分析认为，这倒
不一定。文章说，过去 40 年中，除
了小布什因为美国遭遇“9·11”袭
击，执政一周年时民意支持高达
80%外，里根、克林顿、奥巴马和特
朗普执政一周年时民调都走低。

问 题 在 于 总 统 如 何 走 出 低
谷，里根和克林顿靠的是经济增
长，奥巴马靠的是将共和党描绘
成极端势力，最后都能提高民意
支持。拜登要想重获民心，也必
须能找到一根救命稻草。

低生育率已成为
全球性现象

目前，我国人口问题主要矛
盾正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
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
降，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与
2010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减
少4000多万人；60岁及以上人
口数量比重为18.70％，与2010
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

根据预测，在总和生育率
为1.3的条件下，我国总人口规
模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零增
长甚至负增长。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报
告显示，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
性现象。2019 年，全球 203 个
国家（地区）中，84 个国家（地
区）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
水平，发达国家普遍处于低生
育水平或超低生育水平。

生育政策调整是
一个总体导向

低生育水平怎么看？专家
认为，其深层原因是工业化和
现代化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
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口
流动性的提高、避孕方法的普
及、生活方式的变迁、生育观念
和养育模式的变化等。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贺丹表示，“这是人口变动
的自然过程和必然趋势，我们

也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推动实
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只要应对得当，
人口依然会为经济社会长期稳
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1 年，我国进一步优化
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
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三孩生育政策有望多大
程度提升生育水平？

受访专家认为，生育政策
调整是一个总体导向，大家生
或不生，更多取决于相关配套
支持措施能否尽快落地。

生了孩子没人带，是不少
家庭“不想生、不敢生”的一个
重要原因。根据《“十四五”公
共服务规划》，到2025年，我国
将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
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

构建生育友好的
政策环境

从中央多部委到全国多个

省份，从修订相关政策法规到
出台各项生育支持措施，一个
更完善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正
在逐步构建中。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
提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建议方
案；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给付
三孩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待遇；教育部推进“双减”工作
……

截至2021年底，23个省份
完成人口计生条例修订。各地
在条例中进一步完善生育休假
制度，22 个省份产假延长到
158 天及以上，其中 16 个省份
规定假期待遇由生育保险支
付；配偶陪产假一般在15天左
右，均设立 5至 20天不等的父
母育儿假。

“鼓励生育不能只靠经济
补贴。”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
振武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将生育支持融入经济社
会各项政策，包括进一步降低
生育成本、完善女性就业权益
保障、妥善解决育龄妇女的后
顾之忧等。

“要从婚嫁、生育、养育、教
育一体化来考虑，构建生育友
好的政策环境。”贺丹认为，此
外，做好家庭价值、生育价值的
观念引导，加强对女性健康的
保护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持，
对修复我国生育水平、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都将起到积极
作用。

（新华社）

2022年 1月 17日 10时 35
分，长征二号丁遥七十运载火
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
空成功（上图，新华社发）将试
验十三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迎来
了中国航天 2022 年宇航发射
的开门红。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
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是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
抓总研制的常温液体二级运
载火箭，起飞推力达 300 吨，
对应 700 公里太阳同步圆轨
道的运载能力为 1.2 吨，具备
不同轨道要求的单星、多星发

射能力。
据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透

露，本次任务采用的 2 米直径
包带适配器是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的首次使用，进一步扩
充了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星箭
接口类型。为保证火箭不受低
温环境影响，试验队与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紧密配合，采取多
项措施保障测试、发射环境。

本次发射是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第58次发射，是八院抓
总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 151 次发射，也是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第406次发射。

（新华社）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报
道：据17日央行公告，为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
年1月17日人民银行开展7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和1000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
作。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的中标
利率均下降10个基点。

这是自 2020 年 4月以来，
MLF 利率首次出现下调。市
场人士分析等同于政策性降息
落地，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力
度加码。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
析师王青表示，1月MLF利率
下调为 2020 年 4 月之后政策
利率首次下调，主要原因是为
了稳住信贷增速下滑势头，特
别是激发实体经济贷款需求，
货币政策需要在降准之外再出
降息“大招”。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指出，虽然市场对降低政策
利率的呼声仍然较高，但今日超
额续做MLF和逆回购，并降息
10个基点仍略超市场预期。

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 17 日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全球人口贫富差距进
一步拉大，最富有的10个人财富
总额翻了一番多，而贫困人口增
加逾1.6亿人。

这份《不平等会杀人》报告援
引世界银行、福布斯公司、瑞士信
贷银行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最新
数据得出上述结论。

报告说，2020年 3月至 2021
年 11 月，全球最富有的 10 个人
财富总额由约 7000 亿美元增至
逾1.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最贫
穷的 31 亿人财富总和的 7 倍。
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增加数量超
过1.6亿。

依据这份报告，疫情期间，全
球范围内经济、性别和种族不平
等日渐加剧，国家间差距也越来
越大，这一变化“正在撕裂我们的
世界”。乐施会保守估算，不平等
促成全球平均每天至少 2.1 万人

死亡，相当于每 4 秒钟就有 1 人
死亡。这一结论是基于全球范围
内死于缺乏卫生保健服务、性别
暴力、饥饿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
相关数据得出的。

德新社援引报告作者的话报
道：“这不是偶然，而是（人为）选
择：当结构性政策选择偏向最富
有和最有权力的人时，‘经济暴
力’就会发生。这对我们造成了

直接伤害，最贫穷的人、女性和有
色人种群体受到的伤害最严重。”

报告呼吁有关方面调整税收
政策，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在医
疗、反对性别歧视、应对气候变化
等方面加大投入，以缩小贫富差
距，促进社会平等。

据《福布斯》杂志 2021 年底
排名，全球最富有的10人包括美
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
杰夫·贝索斯、法国奢侈品集团路
威酩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贝尔纳·阿尔诺、美国微软公司创
始人比尔·盖茨、美国甲骨文公司
创始人拉里·埃利森、美国谷歌公
司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
盖·布林、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
公司（现名“元”公司）首席执行
官马克·扎克伯格、微软前首席执
行官史蒂夫·鲍尔默以及美国知
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

王鑫方（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鉴于新冠病毒变
异株奥密克戎在法国迅速蔓延、加
重医疗系统负担，法国议会16日通
过一项法案，限制未接种新冠疫苗
者进入餐馆、运动馆等公共场所。

法国国民议会即议会下院当天
以 215 票赞成、58票反对通过这项
法案。法案内容包括，年满16岁者
如想进入餐馆、影院、博物馆、运动
馆等公共场所或搭乘国内航班及城
际列车，须持有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或新冠康复证明，新冠检测阴性证
明不再有效；加大对使用假证明的
处罚力度。

这一法案在获得法国宪法委员
会通过之后才能成为法律。

美国媒体 16 日披露，自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月缩
短确诊染疫医护人员的隔离期
以后，在医院内感染新冠病毒
的病人短时间内显著增加。

美国疾控中心去年12月23
日发布新防疫指南，建议医护人
员确诊后如果无症状或症状轻微
且持续改善，可在隔离7天后返
岗，并在返岗48小时内提供新的
检测阴性证明；如果医院人手短
缺，隔离时间甚至可以缩短为5
天，且返岗后无需接受检测。

此前，疾控中心规定的隔离
期是 10天。医学专家担心，缩

短隔离期会加剧医院内部病毒
传播，原因是研究表明，部分染
疫人员在确诊10天后仍可能传
染他人。

商业内幕网站16日援引美
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报
道，疾控中心发布新指南以后
一周，全美在医院住院两周后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人数
猛增 80％，从大约 1200人增至
2200人。

罗得岛州卫生部门依据疾
控中心新指南于去年 12 月 31
日更新其医护人员隔离规定
后，住院期间感染新冠的患者

人数同样飙升。
非营利机构“防治新冠先行

者”研究员乔治·卡巴莱罗说，许
多病人“原本因为其他病住院，
却（在住院期间）发现新冠检测
结果呈阳性”，“他们唯一可能感
染新冠病毒的地方就是医院”。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最新数据
显示，全美近四分之一医院报告
人手严重短缺。马萨诸塞州波士
顿市布里格姆和妇科医院急诊医
师杰雷米·福斯特说，许多医院甚
至在人手出现严重短缺前就在实
施疾控中心缩短隔离期的建议。

林淑婷（新华社特稿）

疫情下贫富差距拉大

全球十大富人财富翻一番
贫困人口增加逾1.6亿人

拜登执政一周年 美国“病”有所恶化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新防疫指南后

医护人员“带病返岗”院内感染病人显著增加
法国拟限制未接种人群

进入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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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人口增长48万

低生育水平怎么看？

中国航天2022开门红！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完成新年首发

降准之外
再出

降息“大招”
央行超量续做MLF

并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
率10个基点

国家统计局 17 日公
布，经初步核算，2021年我
国出生人口 1062 万人。
这一数字低于 2020 年的
1200 万 人 和 2019 年 的
1465万人。

数据显示，2016 年我
国出生人口达到了 1883
万的小高峰，此后持续回
落。而2021年末全国人口
比上年末仅增长48万人。

外媒
观察

热图话筒

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图/人民视觉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豪，通
讯员尤诗苑、张逸菁摄影报道：
1 月 17 日上午，由羊城晚报主
办，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
公司战略支持的 2022 年羊城
晚报手抄报创作大赛公益系列
活动在星巴克东方文德门店举
办。活动以“绿色新世界”为主
题，聚焦环境保护、关爱他人，
以绿色、和谐、博爱为活动理
念，以绿色发展为主题核心，将
咖啡渣融入绘画创作，发挥青
少年创意想象，在纸上开启趣
味创作之旅。

活动通过线上招募的方
式，共有 8 组 6 至 12 岁的亲子
家庭参与。本次活动融入“低
碳环保”“绿色生活”等热点，通
过“低碳环保”心得分享、垃圾
分类知识竞答等环节，以寓教
于乐的方式，将环保理念融入
绘画，用色彩、纸笔、黏土、咖啡
渣等工具进行创作，内容包括
绿色城市剪影、关爱特殊群体、
保护美丽地球，学生们纷纷在
纸上表达了自己对“绿色新世
界”的理解。主办方表示，希望

通过咖啡渣循环利用的方式，
让环境保护意识在青少年心中
生根发芽。

除此之外，活动加入了手
语教学的环节，由星巴克咖啡
师带动学生进行简单的手语互
动，学习环保相关的手语动
作。据了解，本次活动选址在
星巴克中国第一家手语门店，
咖啡师为门店的听障咖啡师伙
伴，主办方希望藉此机会向社
会传递“平等关爱，温暖同行”
的人文关怀。

在东方文德门店中，通过开
设手语课堂，以及一系列手语元
素，包括手语定制围裙、手语指
示、无障碍点单系统为弱势群体
提供便利，营造一个多元融合的
交流平台，也希望门店残健共融
的氛围，能点亮更多人的希望，
鼓励他们勇敢前行。

据悉，本次活动绘画环节
使用的是亚太森博（广东）纸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新款碳中和复
印纸。企业秉承可持续发展的
环保理念，测算产品碳足迹，即
从原料提取、制造、运输、销售、

使用直到废弃阶段过程中所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在多
个生产环节设置减少碳排放的
举措，实现了产品的碳中和。

2022 年羊城晚报手抄报
创作大赛衍生的公益系列活
动，此前已面向自闭症儿童、视
障人士、读写障碍群体开展，以
融合教育体验，让更多的特殊
儿童感受创作乐趣，激发未来
更多可能。今年大赛将持续聚
焦环保热点，面向海内外6岁-
18 岁青少年展开手抄报创作
大赛的交流活动，通过青少年
对环保知识的认知与探索，为
环境保护发声。

2022年羊晚手抄报创作大赛
公益系列活动首期开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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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的学生们写下了
自己对“绿色新世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