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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迟迟未

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地区医疗资

源依然紧张，日本首相菅义伟5月

底宣布，将东京都、大阪府等地

的紧急状态延长到 6 月 20 日。

市场猜测，这意味着日本央行延

长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再度

加大。

5 月 13 日，日本央行总裁黑

田东彦在向国会参院财政金融

委员会说明有关货币及金融政

策时指出，虽然得益于世界经济

总体复苏，日本的出口和产出有

增加趋势，对企业改善收益、增

加设备投资有利。但近来新冠

病毒特别是变异毒株在日本感

染人数增加，迫使多地启动紧急

状态，使得餐饮、住宿等服务活

动停摆，拖累了日本经济走势。

在物价层面，日本国内消费

者物价指数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由于疫情持续，加之政府采取要

求运营商降低手机通信费用等

措施，预计将维持低物价局面。

未来随着经济形势改善，上述临

时性影响消除后，日本物价或将

逐步回升。

黑田东彦特别指出，疫情走

势对经济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

性，特别是金融系统稳定性面临

更多不确定因素，金融风险主要

体现在金融机构收益长期下滑

导致其融资能力下降，一些追求

高回报的金融操作可能引发金

融系统危机，因此，今后金融市

场动向特别值得高度关注。

在4月底举行的日本央行金

融政策委员会上，日本央行回顾

总结了此前金融政策的执行情

况，提出为实现 2%的通胀目标，

将继续坚持金融宽松政策，并根

据形势变化灵活机动、更加有效

地调整具体对策。具体措施包

括：一是扩大进一步降低利率的

空 间 ，创 设“ 促 进 贷 款 贴 息 制

度”；二是为更加灵活地调控收

益率曲线，将10年期国债的零利

率目标放宽至±0.25 范围内浮

动；三是在疫情之后将继续收购

股市信托基金 ETF，并维持每年

12万亿日元的宽限，根据市场行

情灵活机动收购。黑田东彦称，

为实现 2%的稳定通胀目标，将

较长期坚持上述灵活控制收益

率曲线的量宽政策。同时为稳

定经济，“只要需要，将毫不犹豫

地追加金融宽松措施”。

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日

本也有诸多无奈。2020 年日本

GDP出现-4.6%的二战后最大降

幅，日本央行最新出台的展望报

告预测日本 GDP 将在 2021 年增

长 4%，2022 年增长 2.4%，2023 年

增长 1.3%。虽然这一预测值比

今年 1 月的预测有所提升，但其

主要贡献因素是世界经济回升带

来的外需增加。相比较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的统计预测，世

界经济 2021 年将增长 6%，2022

年将增长 4.4%，日本经济增速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见日本经济

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近期，日本经济金融方面担

心有二：一是由于免疫差距造成

国家、地区、行业间经济发展进

一步失衡。日本由于自身未能

开发出新冠疫苗，所有抗疫接种

用疫苗均需进口，且供应量不足

导致日本接种比例明显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因此担心疫情控制

滞后影响经济恢复速度。二是

由于近来美国经济复苏较快，此

前美联储的过度量宽可能增加

通胀压力，甚至给国际金融市场

带来不稳定风险。鉴于日本经

济与国际经济的密切性，黑田东

彦也承认，“必须密切关注国际

金融市场及世界经济动向对日

本的影响”。

中长期看，日本央行的顾虑

更多：一是 2013年安倍经济学以

来，日本央行的“异次元”量化宽

松、2016 年开始的负利率政策，

以及西方国家鲜有的央行收购股

市信托基金政策，过分预支了央

行的金融政策手段，致使新冠肺

炎疫情来临时，日本央行失去更

多的政策选择空间。疫情以来发

放巨额的无抵押贷款，烂账风险

巨大。二是长期以来的负利率政

策挤压了地方银行的收益空间，

2019 年 78 家上市地方银行营业

总利润比五年前下降一半，当年

有 10 家地方银行被日本金融厅

列为经营状况不善的重点监督对

象，疫情后的地方银行困境更是

可想而知。日本央行的贴息促贷

政策对地方银行补血力度明显不

足。三是央行持有的大量国债将

带来巨额利息负担，股市信托基

金也将成为其今后对冲金融风险

的绊脚石。四是日本央行调节

物价能力下降，疫情之前虽然日

本经济摆脱了通缩局面，但面对

目前物价下行压力，日本央行除

放 贷 支 持 企 业 经 营 外 别 无 他

法。日本央行展望报告预测，日

本物价 2021年将提升 0.1%，2022

年提升 0.8%，2023%年提升 1%，

意味着将于 2023 年 4 月卸任的

黑田东彦任期内，“2%通胀目标”

不过是画饼充饥。

日本金融稳定面临不确定性
苏海河

“真文明是不荒废群山、不作践河

川、不破坏村庄、不杀戮人的文明。”这

句话出自日本环保“首倡者”田中正造

（1841―1913）。田中作为明治时代日

本著名国会议员和政治家，在工业革

命和工业化浪潮进程中，从反对矿毒

污染出发，发出了环境问题“并非一国

之问题”，“政府放任矿毒泛滥就是屠

戮人民”的疾呼。

2021 年 4 月 13 日，日本政府却“基

于现实性做出的判断”，决定将福岛第

一核电站积蓄的百万吨核污水排入大

海，成为全球关注的政治性环境污染

行为。早在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

之后，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站事故涉

及的选址、错误操作和一再隐瞒事故

等一系列问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又在有能力、有技术、有条件更好

地处理核污水的情况下，不顾国内外

质疑与反对，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

社会充分协调，选择直接排污入海的

简单粗暴方法。这种极不负责的做

法，势必严重危及包括日本民众在内

的人类健康安全，也将对全球生态安

全造成极大隐患。很显然，日本实际

上没有成为其本国先贤提出的“真文

明”国家。

人类文明视角下的“核污水”

福岛第一核电站蓄积的百万吨核

污水含有 64 种放射性物质，东京电力

公司虽然安装了包括锶铯吸附装置、

反渗透膜除盐装置以及“多核素去除

装置”（ALPS）等，用来去除事故放射性

废水中的大部分放射性核素，但 70%的

核污水除铯以外均超出日本国家排放

标准，尤其是放射性元素钚很难去除，

为了能够达到 1500 贝克勒尔/升的放

射水平，需要至少注入 100倍的海水进

行稀释。然而，这和 20 世纪日本发生

严重水银中毒的“水俣病公害事件”中

采取的稀释污水“达标排放”如出一

辙，污水中的物质并不会因为稀释排

放而减少，出现因食物链富集产生类似“水俣病公害

事件”的可能性极高。钚的危险性在于半衰期极长，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土壤中已经发现了钚-238、

钚-239和钚-240，其中钚-239的半衰期长达 2.4万

年，钚一旦侵入人体，就会潜伏在人体肺部、骨骼等

组织细胞中，破坏细胞基因，提高罹患癌症的风险。

出于担忧核污水很可能对人类社会和全球生态

系统造成当前科学尚未弄清的伤害，在日本政府做

出决定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水排入大海的方针

之后，福岛县当地民众、日本渔民和国际社会就对此

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质疑。福岛县内 59 个市町村

议会中，有 9个议会明确提出“反对排入海洋”“撤回

处置方针”“慎重应对”，11 个议会认为应该坚持方

针决定前早已通过的意见书，另外还有至少 20个议

会对核污水向海洋排放表示关切。福岛的民意说

明，民众是反对将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排入大海的。

日本作为一个岛屿国家，海洋一直是其渔民赖

以生存的基础，当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入

大海之后，饱受核泄漏事故困扰的日本东北渔民愤

怒到极点，发出质问：“安全的话，为何不往东京湾

排？”当然，即便是往东京湾里面排放，

最终还会随着洋流扩散至整个太平

洋，日本政客草率、不负责任的决定，

最终埋单、受伤害的却是全人类。根

据德国专家的推演计算，福岛核污水

排海之后，放射性物质会随着洋流在

57天内覆盖大半个太平洋地区。由于

事关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生命健康，

包括日本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需

要从守护人类文明的视角出发，积极

敦促日本政府继续保管好核污水并研

发新技术尽可能地净化核污水。

环境生态视角下的“核污水”

依然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

和各种天灾已经明确向人类传达出信

号，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失

衡会从根本上威胁人类文明的发展进

程。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

者梅棹忠夫早在 1957 年就提出了“文

明的生态史观”，强调了自然地理环境

对现代化发展转型的作用，并凝练出

“生态环境、自然条件对人类的发展进

程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地球的海

洋中生存着无数的物种，并组成了一

个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理解并掌

握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包括人类

在内的地球全体生物赖以生存的基

础。与此同时，地球生态系统的命运

和变迁在人类社会步入工业革命和工

业化浪潮之后，已经从单个国家和区

域局部性的问题演变成多个国家和世

界全局性的问题，并且还随着全球化

进程加速和人类科技水平提高呈现出

日益加剧和严峻的态势。

从 2011 年发生核事故至今，日本

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在核安全上

出现过种种纰漏，日本民众和国际社

会对此抱以强烈的不信任感。早在

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 20多

天里，日本就向太平洋排放了 9000 吨

放射性污水；2013年，隐瞒核污水泄漏

事故长达一个月，韩国因此禁止进口

日本海产品；2018 年，所谓“核处理水”除铯以外的

放射性物质均超过安全值，需要进行再净化；2021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地震仪器出现故障，加之世界

上发电能力最大的柏崎刈羽核电站核物质防护设备

的功能部分丧失。因此，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和地

区一直禁止从日本“核污染地区”进口食品、饲料，并

要求日本政府积极公开信息，表明人们对福岛周边

生态系统十分担忧。预计到 2022年下半年，福岛第

一核电站储存核污水的储存罐容量将达到 137万吨

上限。一旦日本将巨量的核污水排放入海，不仅将

对当地海洋生物群系造成巨大冲击，还会随着洋流

和生物移动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生态系统造成

冲击。

“真文明”的国家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

绝不会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真文明”的国

家绝不会为了自身发展利益而对大自然贪婪掠夺并

肆意排放，更不会置生态系统及其中的无数生灵于

不顾。日本政坛需要认真地从其先贤汲取思想营

养，再以公开透明、慎之又慎、认真严谨的态度做出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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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5日，上海合作组织迎来了 20岁

生日。从成立之初以打击“三股势力”稳

定地区局势为合作重点，到安全与经济

“双轮驱动”，到全方位加强安全、经济和

人文合作，再到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

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

共同体”……过去 20年间，上合组织框架

内的合作始终紧扣地区稳定与发展的现实

需要，与时俱进。

在不断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的同时，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不忘初心，始终遵循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涵的“上海精

神”。得益于此，不论是在涉及组织发展

等关键事务上，还是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

题上，各成员国始终能够协调并统一立

场，不断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发展

和加强国际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上海精神”引领下，上合组织国

家互利合作的生动实践也引发越来越多的

国际关注，组织吸引力不断增强。2017年

举行的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阿斯塔纳会议

作出了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成员国地位的

历史性决定，组织成员国也由最初的 6 个

增加至8个。与此同时，上合组织还有4个

观察员国和6个对话伙伴国。

随着朋友圈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上合

组织已成为拥有全球近半数人口，覆盖欧

亚大陆 60%地域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总量接近 20万亿美

元，比成立之初扩大了 13倍多；对外贸易

总额达到 6.6 万亿美元，比 20 年前增长了

100 倍。这些鲜明的数据表明，过去 20 年

来，上合组织成员国携手实现了成员国自

身发展与地区共同发展的有机结合，走出

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上合

组织国家展现出了强大凝聚力，相互支持

并提供及时援助，积极开展抗疫和疫苗等

合作，共同抑制疫情传播，为全球抗疫事

业提供了良好示范。根据去年 11月发表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

宣言》，各成员国将继续加强合作并采取

综合措施，应对传染病威胁，对突发流行

病情况及时做出反应。

疫情期间，上合组织的各项工作从未

停滞，各领域交流合作依然蓬勃开展。上

合组织民间外交视频研讨会、“上合组

织+”国际政党论坛、上合组织民间友好

论坛以及 2021上合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

会等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充分展现了上

合组织空间内交流互动的高水平，更体现

了各国逆势而上、共谋合作的坚定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全球贸易因为疫

情等因素遭受较大冲击，但上合组织各成

员国致力于稳定彼此间贸易的努力取得了

成效。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

国进出口达 4572.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2%。不久前举办的 2021 上合组织国际

投资贸易博览会可谓上合组织内经贸合作

良好势头的缩影，达成采购交易额近 3 亿

元人民币，意向采购额近20亿元人民币。

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上合组

织成员国多年来持续推进安全合作机制化

并不断夯实法律基础，通过举行联合反恐

演习、网络反恐联合演习、研讨会等形式

不断深化组织内部安全合作。

目前，疫情阴霾尚未褪去，单边主

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明显。某些

西方势力罔顾人类面临的共同现实威胁，

仍固执地持有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沉溺

于“零和博弈”，企图打造“小圈子”和

“集团政治”，蓄意制造更多对立和冲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比邻而居的

伙伴，上合组织成员国深知彼此间利益攸

关、命运相连，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和

挑战。各成员国在多年合作实践中不仅树

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典范，也证明了只有携手构建

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方能更好应对各

类威胁和挑战，方能维护好各方根本利益

和长远利益。

如何更好地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

战？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明确提出要

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提倡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

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破解时代难

题，化解风险挑战。

过去 20年，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上海

精神”，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

献；如今，风华正茂的上合组织将继续用

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为人类破解时代

难题、化解风险挑战提供更多上合智慧。

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上海精神”铸造上合力量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

本版编辑 周明阳 美 编 王子萱

虽然得益于世界经济总体复苏，日本的出口和产出有增加趋势，对企业改善收益、增加设备投资有

利，但近来新冠病毒特别是变异毒株在日本感染人数增加，迫使多地启动紧急状态，使得餐饮、住宿等服

务活动停摆，拖累了日本经济走势。疫情走势对经济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金融系统稳定性面

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55月月 77日日，，日本东京涩谷日本东京涩谷

街头行人稀少街头行人稀少。。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朱朱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一列搭载日韩轮胎一列搭载日韩轮胎、、汽车配件汽车配件、、电子元件等货物的电子元件等货物的““齐鲁号齐鲁号””中亚班列即将发车驶出位于青岛的中国—中亚班列即将发车驶出位于青岛的中国—上合组织地上合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