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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欧元兑美元
汇率下跌超12%，日前更一度
跌破1︰1平价关口，创下近
20年来的最低纪录。当前，欧
洲饱受能源危机、通胀高企、
经济衰退风险等问题困扰，
在美联储加息的进一步推动
下，大量资金流出欧洲，欧元
正在遭遇一场贬值风暴。

专家指出，美元近期的
强势表现使欧元承受巨大压
力。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
主导地位给了美国“嚣张的
特权”。美国激进加息，只
考虑解决自身通胀问题。至
于美元走强会给发达国家和
世界带来怎样的冲击，美国
就不管了。

美元任性而为 欧元不堪其重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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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尽显疲态

连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在平价附
近徘徊。据欧洲央行数据，截至 9 月 19
日，1欧元兑换0.999美元，而一年前，1
欧元可兑换1.171美元。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创下 20 年来新
高。据路透社报道，美元指数今年已上
涨近 15%，并于本月初创下 110.79 的高
点。这种涨势在年内还可能进一步走强。

今年以来，美联储因通胀高企等因
素开始了密集的加息步伐，已于 3 月、5
月、6 月、7 月进行 4 轮加息，累计加息
225个基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在美
联储激进紧缩政策的推动下，美元币值
升高并碾压世界各地的货币，发达国家
承受强势美元重压尤为严重。美联储的
贸易加权美元指数今年对其他发达经济
体货币已上涨 10%，这是自 2002 年以来
的最高水平。该指数反映了美元对贸易
伙伴国货币的竞争力。

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结果也显示，今
年前 7 个月，27 种非美元货币中，包括欧
元、英镑等在内的23种货币对美元贬值。

由于同期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紧缩步
伐滞后于美联储，美欧利差加大，大量投
资资金正在离开欧洲。据彭博社报道，德
意志银行援引分析机构数据指出，截至 9
月 7 日的一周内，全球基金经理从欧洲股
票基金中撤出 34亿美元，过去 6个月内的
资金流出总额达到 830 亿美元，其中包括
美国知名上市投资管理集团贝莱德、欧洲
知名资产管理公司Amundi SA等巨头。

而另一边，美国则迎来了国际资本蜂
拥而入。据美联社报道，美联储大幅加息的
预期，帮助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一年
前的约1.33%翻了一番多，达到3.44%。报道
称，丰厚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正在吸引来自
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当来自欧洲和亚洲的
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时，他们必须将自己

的货币换成美元，这推高了美元的价值。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

斯近日称，美国是“资本的圣地”。鉴于美
元背后的一系列基本面因素，美元还有进
一步升值的空间，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美国
不依赖“极其昂贵的外国能源”。

美元强势溢出

今年以来，美国货币政策从疫情暴发
后的量化宽松政策转向激进紧缩，造成全
球外汇市场大幅波动。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易宪容对本
报记者表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以美元
为主导，美元地位短中期内难以撼动。在
此体系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仅是美国
国内的货币政策、服务于美国自己的经济
目标，其一举一动也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
生巨大影响。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激进收
缩，可能在欧元区及新兴市场引发金融风
险乃至金融危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
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2022年第一
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 12.55 万亿美
元，其中美元资产 6.88 万亿美元，所占份
额为 58.88%，与去年第四季度持平。美元
仍是全球最广泛持有的储备货币。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红玉对
本报记者表示，美联储加息的首要目标，是
解决美国自身问题即应对通胀。但由于美
元是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的主要货币，美
国货币政策调整会产生溢出效应，也使得
美国更易于利用美元优势分散风险。当
前，在美联储连续加息影响下，美元资产
收益率提高，更多投资者选择持有美元资
产，导致美元回流，使美元进一步走强。

同时，欧元区自身制度特性也影响着
欧元区对金融风险的承压能力。

“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
统一’的机制，以及各成员国之间发展不
均衡的现状，导致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制
定和执行难度较高，不利于欧元区及时应

对外部形势变化。”郭红玉说。
“欧元背后是 19 个分散的主权国家，

一旦担保体系出现问题，欧元就会出现较
高风险。”易宪容说，“当前美元避险作用
客观上有所提升，国际资本加速从欧元区
外流，加之投机性资本攻击，欧元汇率波
动加剧。”

根源在于美国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日前援引俄专家
的分析称，美国正在利用乌克兰局势的恶
化和美元的强势来“收割欧洲”。由于美国
已经替代俄罗斯，成为向欧洲供应昂贵
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最主要国家，美国从
中大赚一笔。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独立经济学家
谭雅玲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是俄乌冲突
背后的推手，正是俄乌冲突引发了欧洲能
源和粮食供给紧张。这两大致命问题引发
欧洲通胀高企，对欧洲宏观经济产生了较
大冲击和压制，导致欧元跌破对美元的平
价、欧元区越来越不景气。

“欧元贬值与美元的竞争性战略直接
相关。”谭雅玲说，“美元的特殊地位是美
国经济的重要保障，因此美国十分重视维
护美元地位。美元战略取向一贯以立足利
己为主，美元政策以竞争攻击为首。而欧
元自诞生之日起就在瓜分美元的市场份
额，这让美国尤为不满。绞杀欧元、解体欧
元就是美元的最终诉求。此次美国利用俄
乌冲突和激进加息，打击欧元区的短板和
软肋，成功向欧元区输入通胀，使欧元贬
值、欧元区陷入困境。但长期来看，这对区
域合作意向是一种破坏性因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
所研究员刘明礼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元霸
权使美国享有“嚣张的特权”，这意味着美
国可以我行我素，只对自身经济目标负
责。当需要提振经济时，美国通过量化宽
松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通胀高企时，美
国通过加息进行遏制。至于这些调整会对
欧洲及其他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本
不在美国考虑的范围内。

“鉴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货币
政策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他经济体，
其中经常蕴藏着巨大风险，而美国的决策
者却不对这些风险负责。”刘明礼说，“这
印证了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财政部长康
纳利的一句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
你们的麻烦。’”

“欧元是美国长期警惕和遏制的对
象。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为打
压欧元、维系货币霸权，利用美元主导
地位向欧元区转嫁风险，使欧洲金融安
全受到严重冲击，欧元区甚至一度面临解
体风险。”刘明礼说，“此次，欧元贬值虽然

未必是美国主观打压欧元所致，更多是欧
元区经济基本面在欧元汇率上的反映。但
客观上，美元走强、资本回流还是强化了
美元的优势，凸显了竞争对手欧元的弱
点，进而巩固了美元霸权。”

欧洲无能为力

受能源紧缺、通货膨胀及欧洲央行加
息影响，市场对欧元区经济前景担忧加剧。
本月初，欧洲央行再次大幅上调欧元区通
胀预测，预计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分别达
8.1%和 5.5%，均远高于 2%的目标。而欧元
贬值将进一步加剧通胀。欧洲央行判断，欧
元区经济增长将减速并可能陷于停滞，明
年经济增速将从今年的3.1%降至0.9%。

货币兑美元贬值往往意味着利好对
美出口。然而，今年欧元兑美元贬值大幅
推高了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德国联邦统计
局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以出口大国著称
的德国，甚至出现了30多年来的首次贸易
逆差。进口成本攀升进一步打击市场对欧
洲经济前景预期，使欧元汇率受挫。

在 9 月 8 日的欧洲央行会议上，欧洲
央行行长拉加德对欧元今年下跌12%表示
担忧，称这加剧了通胀压力，并暗示将采
取更激进的政策。对此，瑞士百达财富管
理发布研究报告称，欧洲央行对美元走强
无能为力，“无论欧洲央行的政策是否变
得更强硬，经济前景是否有所改善，通常
都会被美元进一步走强所抵消。”

“美国越来越多地把美元当作武器。”
法国《世界报》网站援引分析师观点称，数
十年来，美国一直在遭受“双重赤字”，即
国家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因此，美
国严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来融资。“美国
一直在利用‘全球银行行长’这一角色特
权。”报道称。

美元引发的波动证明，美元作为国际
主导货币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但这并不
意味着美元强势地位将会永固。

“美国擅长利用美元这一强大支付工
具施加制裁，但这对美元自身来说也是
一把‘双刃剑’。”郭红玉说，“美国对俄
罗斯金融制裁，导致俄对外能源交易更多
地依赖欧元和卢布结算，多国也开始了

‘去美元化’探索，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美
元在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的占比。货币
信誉归根到底体现在支付能力，虽然当
前美元在全球央行储备仍近60%，但如果
其支付功能持续下降，势必会影响美元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

“美国当前国债逼近 31 万亿美元，超
过 GDP 的 120%，美国滥用货币霸权对俄
制裁，也会成为美元的风险。”刘明礼说，

“虽然当前美元走强，但从中长期看，美国
的经济风险依然较大。”

日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表示“成员国
将通过落实 《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发展
纲要》，举行并继续拓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
领导人论坛形式，包括有关国家利用青岛的
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平台，
进一步深化地方合作。”

作为国内唯一一个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示
范区，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简称“上合示范区”）全力“搭平台、创模式、聚
产业、强主体”，大力提升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用开放凝聚“上合力量”。

互联互通的枢纽

一列列货运班列有序调度，一个个集装箱
提升下降……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
已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地区国家重要的物
流新枢纽。4 年来，上合示范区累计开出约
2000列货运专列。

9月14日，“中俄快线”上合示范区—符拉
迪沃斯托克港首航开行仪式举行，伴随着嘹亮
的轮船鸣笛声，满载着轮胎、日用品、机械配
件、化妆品等货物，货值约1300万美元的集装

箱货轮缓缓从青岛港出发，驶向俄罗斯远东港
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港，4天后将抵达。

9 月 16 日，满载瓷砖、轮胎、机械配件、生
活用品等100个标准箱的货物，搭乘中欧班列

（齐鲁号）“上合快线”从上合示范区多式联运
中心发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0天左
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丘库尔赛。

在这里，有203条定期航线、145个国内国
际航点通达全球，27 条国际国内班列线路横
贯欧亚，连接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沿线 22
个国家、51个城市，上合示范区开放之“路”畅
达全球。上合示范区以国际超级港建设为主阵
地，如今已初步构建起东接日韩、北接蒙俄、南
连东盟、西接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密集的互联互通，带来国际贸易的飞跃式
发展。短短 3 年间，青岛与上合组织国家的相
关贸易额从 2019 年的 8.5 亿元人民币增长至
2021年的40亿元人民币。

随之而来的是，上合示范区国际“朋友圈”
不断扩容：与中白工业园、乌兹别克斯坦鹏盛
工业园等经贸园区在园区管理、信息共享、产
业对接、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的37个城市和园区共
举办300场“友城合作共创未来”系列活动，与
俄罗斯阿拉布加经济特区、哈萨克斯坦中哈霍

尔果斯边境合作区、白俄罗斯布列斯特自由经
济区等14个园区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

正如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所言，上合示范
区有力促进了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用开放
凝聚了“上合力量”。

创新不断的试验田

深化上合组织地方合作，青岛以创新
驱动发展。

为各国优质资源搭建合作平台，是上合示
范区的一大创新举措。上合示范区引进培育了
上合跨境贸易服务中心等 10 家贸易平台和 4
个跨境电商平台，为企业提供通关申报、跨境
物流、供应链金融等一站式跨境电商综合服
务，吸引1800余家对外贸易企业加入，涵盖农
产品、纺织品、机电产品等多种品类。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上合示范区对上
合组织国家进出口预计完成 43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86.2%。

在创新模式上，上合示范区勇于“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同时实现“可复制、可推广”。
制度集成创新，是上合示范区引领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必答题”。自启动建设以来，上合示范
区将制度创新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推出“智创
上合”制度创新品牌，首创上合贸易指数、“信

用上合”“上合·银保通”“上合·汇保通”等 40
余项富有上合特色的创新成果，初步形成了

“四便利一领先”的政策制度创新体系。随着一
项项制度创新工作的突破落实，上合示范区高
质量、高速度发展蓄积起澎湃势能。

模式创新吸引产业加速集聚。示范区已接
洽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等在内的 240 多家
企业和客户，总投资 2000 多亿元人民币的 70
余个项目“扎根结果”。

今年上半年，上合示范区引进上海电气上
合核电装备产业园、上合国际农业科技研发中
心等总投资625亿元人民币的21个项目，实现
与上合组织国家间双向投资额887万美元。

目前，示范区核心区在建项目40个，其中，
普霖新材料等总投资237亿元人民币的18个项
目将于年内投产。一个个大项目，擎起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的“脊梁”，加速绘就产业发展蓝图。

探索路径加速破题

本次上合组织峰会上，中国提出深化地方
合作的几大领域，包括推动建立上合组织开发
银行，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搭建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提供卫星数据服
务等重点工作。上合示范区在此前已开展了大
量工作，正在奋勇向前加速“破题”。

今年6月在2022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
上合示范区专场上，青岛发布 《关于促进上
合示范区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给新落户全国性法人金融机构最高扶持1.5亿
元人民币，以政策驱动银行等法人金融机构
发展，为上合示范区对外开放赋能金融力量。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上合
示范区的一大着力点。依托多式联运中心，
上合示范区正加快构建上合组织国家货物

“绿色通道”，争创第二批国家级中欧班列集
结中心，全力打造“海陆空铁邮”五位一体
的上合超级港，最大限度为企业降低时间成
本、物流成本、制度性成本。

此次峰会提到的“提供卫星数据服务”，上
合示范区已先行一步。全球首个服务于“未来出
行”生态的低轨卫星星座，青岛上合航天科技有
限公司正快马加鞭，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今年 7 月，青岛印发《关于全域联动推进
上合示范区建设的意见》，把建设上合示范区
作为全市共同机遇和责任，实施“一核引领，全
域联动”，集全市之力高标准建设好上合示范
区，上合示范区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下一步，上合示范区将着力搭建发展平
台，加快建设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综合服务平台、上合
多式联运国际超级港、上合大道总部经济
带、青岛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合组织经贸
学院等合作平台，抓牢抓实“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新平台的抓手和场景。

同时，着力创新合作模式，聚焦上合组织
国家地方经贸合作需求，围绕国际物流、现代
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商旅文交流发展“四个中
心”，不断深化模式创新、制度创新。

着 力 加 速 产 业 集 聚 ， 锚 定 “ 上 合 +
RCEP+工业互联网+一带一路”主攻方向，
做大做强能源、海洋 （风电） 装备、工业互
联网、冷链装备等六大产业集群，吸引更多
优质项目落户上合示范区。

着力做强市场主体，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深挖市场主体增量，推动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
展贸易的市场主体向上合示范区加速集聚。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加快
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开放的上合
示范区还将书写更多友谊与合作的故事，为深
化上合组织地方合作作出更多“青岛贡献”。

搭建平台搭建平台 创新模式创新模式

上合示范区上合示范区：：凝聚上凝聚上合之力合之力 深化地方合作深化地方合作
王王 倩倩 宋晓华宋晓华

近日，驻日美军向海中“排毒”
再次引发日本民众抗议。日本神奈川
县横须贺市近日宣布，驻日美军横须
贺基地向海中排放的废水中，对人体
有害的有机氟化物超标，横须贺市市
长上地克明向美军提出抗议。这是自
5 月检测出含氟表面活性剂等成分超
标后，7 月再次检测出该有害物质超
标。目前，美军方面没有对此进行原
因说明。

这已不是驻日美军第一次“排
毒”。2021年 8月，驻日美军在没有事
先征得日方同意情况下，擅自在冲绳
县普天间基地向下水道排放约6.4万升
含有机氟化合物污水；2016年1月，日
本冲绳县政府在驻日美军嘉手纳基地
附近的水源地检测出高浓度的有机氟
化物，但日方无权进入基地调查，美
方也一直拒绝公开承认对此负有责任
并拒绝接受调查……驻日美军不与日
方协商，未征得当地民众同意，在军
事基地擅自“排毒”，早已屡见不鲜。
美军“排毒”行径引发民众抗议后，
总以“不说明”“不承认”“不道歉”
的方式应对，尽显傲慢姿态。

为什么驻日美军敢频频“排毒”？
追根究底，还是美军在日本的特权使
然。法律规定层面，1952 年，日美两
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规定“美国
军事法庭及当局有对美军及其相关人
员在日本国内所犯一切罪行的专属审
判权”，此后协定虽几经修改，但驻日
美军不受日本法律约束的“治外法
权”始终没有改变。实际操作层面，
数十年来，驻日美军因环境污染、士
兵犯罪、种族歧视等各类问题而“臭
名昭著”。据冲绳警方统计，从1972年
至 2020 年，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
罪案件高达 6000 余件，其中凶杀、抢
劫、纵火和强奸等恶性案件就有近600
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驻日美军拒
不遵守日本防疫政策限制，造成基地
周边疫情扩散，多次引发民众抗议。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军纪涣散，对士
兵缺乏管束，在美军基地所在地方肆
意妄为已成常态，而日本民众却要为
此买单。可以说，驻日美军排放的

“毒”远不限于环境污染之毒，更有危
害社会之毒。

驻日美军的“排毒”恶行，只是美军
在众多海外军事基地霸道行径的一个
缩影。驻韩美军在军事基地排放污水、
殴打民众、酒驾肇事、无视防疫等行为
引发民众抗议；驻意美军醉驾撞死意大利少年；美军士兵
向澳大利亚走私毒品……美国防部今年发布的一份审查
报告显示，美国境内外一些军事基地发生各类不端行为的
风险较高，一些高风险军事基地的领导层往往没有把这些
违法行为作为优先处理事项进行预防，而这些违法行为的
发生与军事基地领导层的不作为密切相关。正如澳大利亚
知名时政评论人士顾比所言：驻外美军凌驾于驻在国法律
之上，美军士兵成为法外之人，这让美军习惯于高人一等，
作风蛮横跋扈。

有媒体这样评论：驻外美军号称是在为盟友提供
“安全保障”，实际上却在频频制造“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