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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得克萨斯州和蒙大拿州牵头组

成美国 21 个州联盟，对总统拜登提出起

诉。起因是拜登在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

命令，吊销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基石”

输油管道许可证。诉讼状认为总统此举无

视国会和法律程序，也无权插手各州间和

跨国贸易的监管。

拜登吃官司看似突然，却也在意料之

中。根本原因就是他以“气变总统”自居，

频频颁布行政命令来推行能源新政，不仅

动了很多人的奶酪，也干扰了国际国内的

正常市场秩序。

首先，拜登新政可能影响到传统能源

产业许多人的饭碗，并连带产生经济负面

影响。根据美国石油学会说法，到 2022

年，为推行绿色清洁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仅

暂时冻结联邦领土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

一项政策就将造成 100万人失业。虽然环

保主义者为拜登点赞，但也引发能源行业

人士以及共和党人的广泛批评和反对。美

国西部能源联盟认为，勘探禁令将危及整

个石化行业的生存。

就拿“基石”输油管道来说，这条总长

1210 英里的输油管道，原计划每天从加拿

大运送 80 多万桶石油。早在 2005 年该项

目在推行中就受到环保主义者的竭力反

对 ，2015 年奥巴马政府暂停这个项目 ，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又重新启动，理由是该

项目不仅为美、加两国创造长期的就业机

会，而且有助于美国早日摆脱对中东原油

的依赖，保障能源安全。据测算，这条管道

会给美国带来 34亿美元经济增长，拉动加

拿大经济增长约 24 亿美元，然而即便如

此，还是要为拜登“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计

划”让路。

其次，清洁能源完全取代化石燃料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何况其规模性和可靠性

仍不确定。

有能源专家分析，大多数人严重低估

了世界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英国石油

公司统计显示，在 2019 年，化石燃料提供

了美国 83.3%的能源，核能占比 8.0%，包括

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仅占 8.7%。可见，

尽管可再生能源正在迅速发展，风头无两，

但多年来美国从化石燃料获得的能源比例

并没有多大变化。在过去 10年里，美国的

煤炭消费量急剧下降，而天然气消耗量则

增加了近40%。

虽说总有一天，可再生能源将取代巨

大的化石燃料消耗，而现实情况是，未来

10 年或 20 年，石油天然气仍然不可或缺。

拜登行政命令使得美国能源企业陷入两难

境地，未来的重大投资项目面临巨大不确

定性，需要重新评估政治风险。而投资不

足，很可能导致能源短缺、价格上涨和对外

国能源的更大依赖。

再次，应对气候变化是本届政府的第一

要务，不仅仅是涉及美国外交战略，更是关

系到经济结构调整和巨额的刺激资金的投

入，具有很强的导向性，美国人准备好了吗？

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毋庸置

疑。拜登上任伊始就决定重新加入《巴黎

协定》，并急于在4月22日地球日“做东”召

开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很显然，拜登想

要扛起美国主导的全球气候议程的大旗，

充当盟主。

美政府提出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目标，推行新的电力、交通和建筑行业脱碳

政策。比如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发电，

电力部门到 2035 年实现百分百可再生能

源发电；到 2035年将建筑部门的碳排放量

减少 50%以上，而属于最大排放源的运输

业减排任务更加艰巨。白宫要求近 65 万

台的联邦车队全部换成电动汽车；到 2030

年，美国轻型汽车销量的 95%至 100%将达

到零排放标准。

面临一系列挑战，拜登似乎置之不

理，或许也无暇顾及。拜登的能源新政向

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的能源

结构将从化石燃料为主转型到可再生的

绿色能源为主，并在全社会推动去碳化目

标。新能源有两大致命问题，一是价格高

昂，二是供应不稳定。美国国家经济研究

协会的分析显示，按现行政策执行的话，

到 2025 年美国传统能源领域将丢失 270

万个工作岗位；到 2040 年时，国民生产总

值将减少 3 万亿美元，同时要丢失 650 万

个工作岗位，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将减少

7000 美元。这也许是应对气候变化所需

要付出的代价吧。

当然，在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经济的

过程中，也将产生新就业机会和更多发展

机遇。美国新任能源部部长詹妮弗·格拉

霍姆已经准备好了 4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

信贷支票，同时还会有更多清洁能源基金

的拨款。美国新通过的 1.9 万亿美元经济

救助计划中有相当部分将用于清洁能源相

关基础设施建设。据估计，美国清洁能源

行业的就业人数目前约为 70 万至 300 万，

拜登承诺将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

绿色经济是当今时代发展趋势无疑。

但拜登政府的问题是，仅凭一个雄心勃勃

的承诺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行政命令也解

决不了所有问题，这意味着要有一个现实

的政策框架并通过国会立法。然而，已有

24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推动一项法案，旨

在阻止拜登暂停在联邦土地上石油和天然

气租赁的行政命令。而美国本地观察家认

为，指望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精诚合作

似乎是一个白日梦！

21个州联盟对总统拜登提出起诉——

美国能源新政策说易行难
本报记者 翁东辉

本报讯（记者施普皓）日前，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央

行）公布了 2020/2021 财年第二季度（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的季度支付系统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该季度巴基

斯坦在数字金融交易领域迎来强劲增长。

2020/2021 财年第二季度，巴基斯坦国内共产生

2.967亿笔电子银行交易，交易数同比增长 24%，交易总

额为 21.4 万亿卢比（1 巴基斯坦卢比约合 0.04 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22%。其中，手机银行交易的增长十分迅

猛。该季度中，手机银行交易量达到 4400万笔，与上一

财年同季度的 1780 万笔相比增长 147%，交易总额为

1.12 万亿卢比，同比增长 192%。手机银行的注册用户

达到 940万户，同比增长 5%。与此同时，互联网交易也

迎来较为可观的发展，该季度网上银行交易量达到

2200万次，交易总额为 1.3万亿卢比，与上一季度 1.1万

亿卢比相比有了较大提升。

报告表示，巴基斯坦国家银行此前采取多项措施鼓

励国内商家安装 POS 机，希望为消费者选择数字支付

提供便利。得益于此，该季度全国 POS 机的数量增长

了 18%，已达 62480 台。第二季度中，这些 POS 机上处

理了 2300 万笔交易，总金额达 1150 亿卢比。这表明央

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措施，有力推进了巴基斯坦支付系统

建设，国内市场也因此获益。

报告还提到，电子商务门户网站上的银行交易也大

幅增加。第二季度中，电子商家通过银行卡（包括借记

卡和信用卡）处理了价值达150亿卢比的560万笔交易，

而上一季度的交易金额及交易量则分别为 119 亿卢比

和 390万笔。可以看出，巴基斯坦民众的支付习惯正在

发生改变，这有利于为电子商家打造更加友好的营商

环境。

过去几年，巴基斯坦的数字金融交易显著增长，表

明巴央行的政策在引导消费者支付习惯方面发挥了正

向作用。报告指出，数字支付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新支

付平台的涌现都推动了数字金融领域的进步。

巴央行在报告中表示，政府将继续大力推广支付和

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为所有巴基斯坦人的经济生活提供

更多便利。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岳春阳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

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目标设

定，坚定了埃克森美孚继续以先进的技术

和优质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助力中国经济社

会绿色发展的信心。

岳春阳表示，作为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的组成部分，中国肩负大国担当，从本土产

业出发，为各国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重大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为实现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十四五”规划纲

要就节能减排设定了明确行动目标，对工业制造业这一传统高耗能行业也提

出了新的要求。岳春阳认为，节能减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目前工业领

域围绕重点工序和重点设备的节能改造已初见成效，未来要在此基础上着力

精细化改造，加速绿色转型。

“随着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互联网与工业领域的紧密结合将极大程度赋能

工业产业变革和加速其发展。工业互联网作为支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基

础，将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工业场景中，构建起全新的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

岳春阳表示，工业润滑油是设备的“血液”，应用场景多元。将多元的应用场景

结合云计算、物联网平台和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技术，能实现设备管理优化，更

好地助力工业领域集成化、智能化发展。“埃克森美孚已经与很多工业设备制

造商和客户进行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探索，未来更进一步加深合作，推动产业发

展，助力建设数字中国。”

未来 5 年如何抓住“中国机遇”？岳春阳表示，未来用户的需求将不断细

分化、高端化、智能化和互联网化。作为润滑技术的领先企业，埃克森美孚

将积极响应中国“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的号召，助

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

新升级产品，提升服务品

质，满足终端用户不断提

升的市场需求。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岳春阳：

精细化改造助力节能减排
本报记者 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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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财年第二季度电子银行交易增长24%

巴基斯坦数字交易显著增长

本报河内讯（记者赵青）越南统计总局最新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越南 GDP 增长 4.48%，

高于去年同期的 3.68%，延续了 2020年下半年以来

的经济复苏走势。

今年 1月下旬以来，越南部分地区暴发第三波

新冠肺炎疫情，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经济实现了较

平稳增长。其中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24%，约为1520亿美元。

从主要经济领域来看，农林水产领域同比增

长 3.16%，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8.34%；工业和建筑领

域增长 6.3%，贡献率为 56%，其中加工制造业仍是

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增长达 9.45%；服务领域增长

3.34%，贡献率为35.7%。

一季度越南吸引外资 10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5%，其中加工制造领域吸引外资额约占总量的

一半；实际利用外资 41亿美元，增长 6.5%。外资企

业对越南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季度顺差88

亿美元，帮助越南实现了约2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越南 2020 年 GDP 增长 2.91%，并提出了今年

增长 6.5%的目标。由于越南经济对外依存度较

高，世界经济复苏状况仍将对今年越南经济增长

产生影响。从一季度企业情况看，暂停经营和已

经及等待倒逼的企业同比增长了 15.6%，而新成立

企业数量减少了 1.4%。从进出口情况看，虽然基

于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较低的基数而呈现同比

大幅增长，但相较于 2020年四季度，出口额环比小

幅下滑约 2%。这些显示出越南经济快速复苏、实

现较高增长在2021年仍面临不小挑战。

一季度GDP增长4.48%

越南实现全年目标面临挑战

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领导人 3月 29

日通电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谱写了两国友

好新篇章。中方愿同斯方稳步推动科伦

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等重点项目，高质

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斯里兰卡疫

后 经 济 复 苏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强 劲

动力。

纵观这两年，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的

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成果颇丰。汉班托塔

港是中斯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在两国共同努力下，港口在运输、能源等

领域的项目发展势头良好，业务规模进一

步扩大。与此同时，双方在新项目上的合

作也不断传来喜讯。近日，中斯合作的卡

塔纳供水项目在科伦坡以北城市尼甘布

竣工，为中斯务实合作再度添砖加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斯里兰卡国

内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小阻力，然而随着

中斯两国合作不断深化，笼罩斯经济的

阴霾已开始逐渐消散，经济复苏步入正

轨。最近，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和中国人

民银行签署了有效期 3年的双边本币互

换协议，总额为人民币 100亿元（约合 15

亿美元），这将有力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投

资，推动两国经济发展。渣打银行发布报告，将斯里兰卡 2021 年的

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5%上调至 4.5%。报告指出，尽管斯中期债

务可持续性仍面临挑战，但中斯两国央行之间达成的 15亿美元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有效缓解了斯短期外部融资压力，这是预期上调的一

大原因。

当前，某些国家老调重弹，再一次炒作“债务陷阱”这一捏造而来

的概念，而中斯之间的港口合作居然是他们口中反复提及的所谓“实

例”，何等讽刺！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早就公开表示，所谓中国为

控制斯设下“债务陷阱”的说法并不属实。中斯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说明“一带一路”不怕诋毁，无惧流言，是经得住考验的。事实胜于雄

辩，“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斯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

让这一荒谬论调不攻自破。

长期以来，一些国家醉心于将“一带一路”污名化、人权问题政治

化，频频以“我即法律”的高傲姿态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国际合作。此

种行径，无论是中国、斯里兰卡，还是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其

害，早该改弦更张了。

不断加深的中斯务实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贡献

自身力量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一个缩影。事实证明，无端的指责与诋毁从没给社会进步带来

过任何好处。与其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不如拿出实

际行动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共渡疫情难关，迎接美好生活，这才

是当前世界各国人民最大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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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斯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说明“一带一路”不怕诋毁，无

惧流言，是经得住考验的。事

实胜于雄辩，“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中斯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

的好处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