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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国际关系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家对外开放研究院（ACOES）研究员海尔日前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崛起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然成为影响现代世界

历史的大事。

海尔表示，今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意义非凡

的一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国取得的

伟大成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由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一路披

荆斩棘，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海尔认为，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

每个关键时刻都领导中国取得了成功，并

建立起了惠及世界最多人口、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除了领导中国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外，中国共产党

在应对全球危机等重大挑战和促进国际

合作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应对能力和

领导能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最先抗疫成功，并成为全

球最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份

“成绩单”在全球是遥遥领先的。“中国是

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明确抗疫战

略的大国。由于将遏制危机、保护公众健

康作为首要和唯一的优先事项，中国在短

时间内就控制住了国内疫情，随即采取必

要的财政措施支持经济复苏和发展。”海

尔说。

“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和谐与团

结，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可

度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凭借连贯的

政治方针和有效的经济规划得到了人

民的信任和支持。”海尔说，由于始终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

国共产党在较短时间里带领中国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国际体系的重要

支柱。

她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一

个能够确保改善所有人民生活质量并

消除绝对贫困的社会。中国脱贫攻坚

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 10 年实

现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确定的减贫目标。同时，根据世界银行

的统计数据，中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至今已经帮助全球减少了 70%的贫困

人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全面

脱贫，不仅是人间奇迹，更是独一无二

的伟大成就。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都大刀阔斧地积极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

现代化和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例如教育、医疗、

科技、人工智能等。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政策

改革的目标是在 21 世纪中叶将中国建设成高等

教育强国，同时实行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将使中国成为该领域的领先国家，配合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汇集众多世

界一流大学和研究资源，这些将成为中国的强国

之本。

“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中国树立了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海

尔指出，例如“十四五”规划特别强调了应对气候

变化，重申了中国气候和能源愿景的关键要素，并

承诺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为全世界作出了表率，带

了好头。

同时，中国还希望通过与其他国家平等互利

合作来实现共赢。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合

作，加深共赢互信，促进和平与发展，不存在任

何政治排斥和歧视，同时互不干涉内政，不进行

任何政治体制输出。

在采访的最后，海尔引用希腊哲学家帕纳约

蒂斯·康迪利斯在 1990 年时讲的一句话，来强调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崛起的伟大作用和贡献：“如

果中国没有共产主义革命，中国没有今天，更不用

说21世纪中国将在国内外取得的伟大成就。”

本报金边讯（记者张保）6 月 21 日，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

输大臣孙占托率队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金边—西港高速公路

（简称“金港高速”）项目。他表示，柬方将全力配合项目推进，

力争提前至2022年9月实现通车。

孙占托先后实地查看了改性沥青摊铺、项目中心实验室

和终点环岛等施工现场，听取了项目负责人关于进展情况的

汇报。孙占托高度称赞项目投建的中国路桥首个海外改性沥

青工厂，认为该沥青技术适合柬埔寨高温多雨的天气，能提升

路面性能，延长使用寿命，也将有效降低未来运维成本，推动

柬基建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

孙占托表示：“这个项目对柬埔寨工人非常有益，为他们

提供了建设高速公路的技术。希望项目完成后，他们能够利

用这些知识，帮助柬埔寨建设更多高速公路。”

金港高速项目总经理胡钊光介绍，项目开工至今，坚持防

疫生产两手抓，已累计完成整体工程产值超60%。

据了解，金港高速是柬埔寨首条高速公路，由中国路桥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并以 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运

作。项目2019年3月开工，原计划2023年3月通车，运营期50

年。项目总投资20.19亿美元，连接首都金边和主要港口省份

西哈努克，全长187.05公里。建成后，两地间通行时间有望从

目前的5个小时缩短至2个小时。

柬埔寨首条高速路有望提前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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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国际关系学者海尔：

中国伟大成就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本报驻雅典记者 曲俊澎

警惕“疯狂的油价”再上演
翁东辉

近日，美方再次炒作新冠

病毒溯源问题，对中国进行讹

诈和威胁。美方妄称，如果中

国不允许在其领土内对新冠病

毒起源进行真正调查，将在国

际社会面临孤立。美方还称，

在全球对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进

行调查时 ，美 国 及 其 盟 友 将

“共同努力”，“对中国施加必

要压力”，敦促其成为调查的

“参与者”，并提供“透明的数

据和渠道”。

中方已经两次接待世卫组

织专家来华，同世卫组织发布

联合专家组溯源研究报告，在

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展现出了

开放、透明的态度，这一点世所

共见。由此看来，美方的指责

完全站不住脚。倒是美方应该

扪心自问，在对他国大泼脏水

的同时，为何却对自身的问题

三缄其口？

中国外交部在近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美方发出的三

问——美国抗疫不力到底谁应负责？新冠病毒是否早就在美

国本土传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的真实情况如何？揭

开了美方在有关问题上的遮羞布。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危机，给全球带来了巨大损

失。国际社会进行相关调查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取教训，

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大流行。而此次疫情的最大教

训，就是一些国家防疫不力，导致疫情蔓延的态势得不到控

制，尤其以美国最为典型。

作为全球医疗资源最丰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美国

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病例数目前分别超过 3400万和 60万例，

两项数据均为世界之最。究其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没有集中

精力应对疫情，反而将疫情政治化，对外抹黑攻击他国，对内

打压防疫专家，导致疫情失控。因此，美国抗疫不力到底谁应

负责？如果对这个问题不予重视，不去反思，倘若新的大流行

发生，悲剧依旧不可避免。

美方一直鼓吹所谓“真正的调查”，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将

中国定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源地”。但是，据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对去年前 3 个月采集的逾 2.4 万名美国民众血液样本

的分析显示，新冠病毒于 2019年 12月即在美国出现。新冠病

毒是否早就在美国本土传播？美国政府对如此大的疑点视而

不见，有何脸面鼓吹“真正的调查”？

美方多次暗示新冠病毒出自中国实验室，但是面对外界

对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的质疑，却始终讳莫如深。德

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在 2019 年 6 月被勒令停止研究工作，

几乎同时，美国多个州就暴发了大规模的呼吸道疾病。这样

的巧合，很难不让人有所联想。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的

真实情况如何？既然中国已经把武汉病毒研究所大大方方地

开放给世卫组织调查了，美方为什么不能邀请国际社会去德

特里克堡看一看？

美方要质疑中国，就应当先坦诚回答这三个问题。不过，

无论从表态还是行动来看，美方对此一直避而不谈。也不知

是不愿回答，还是不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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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再次炒作新

冠病毒溯源问题，对

中国进行讹诈和威

胁。中方已经在新冠

病毒溯源问题上展现

出了开放、透明的态

度 ，这 一 点 世 所 共

见。美方的指责完全

站不住脚。倒是美方

应该扪心自问，在对

他国大泼脏水的同

时，为何却对自身的

问题三缄其口？

当前，世界原油市场似乎在上演变

戏法，一股股猛烈的投机风潮要把油价

刮上天。华尔街对冲基金正通过期权

策略疯狂押注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

油（WTI）期货，而且鼓噪之声越来越

大，好像 2022年底交割的每桶 100美元

原油期货已成囊中之物。但是，更大的

可能是，大风过后，一地鸡毛。

观察近期油价起起伏伏，明显感

觉投机炒作风起云涌，唱多者不乏其

人。本周原油价格继续攀升，过去一

个月，WTI 价格从每桶 66 美元多一点

涨到大约 74 美元；而布伦特原油则从

68.30 美元几次触摸 75 美元，达到两年

多来的高位。美国银行最新的定价展

望认为，布伦特原油价格明年可能达

到 100 美元/桶；尼日利亚石油部长更

是断言，如果不加大石油天然气投资，

油价会暴涨到 200 美元/桶。当然，也

有不少理性分析认为，原油期货投机

很难再掀起滔天巨浪，油价一路大涨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场多空激烈

较量的背后，到底演绎着什么不为人

知的故事呢？

唱多的旗手是高盛。以其世界第一

投行的江湖地位，当高盛喊出今年平均

油价将达 80美元/桶时，简直一呼百应，

立刻引发石油期货投机狂潮。当然，高

盛给出的理由非常充分而且重要。

首先，作为“通胀之母”的石油是抵

御通货膨胀的最佳对冲工具。而油价走

势具体要看供求关系、美元强弱和通胀

之间的关系。高盛预测，布伦特原油平

均价格将在 2021年第二季度达到 70美

元/桶，此前预测为60美元/桶；将在第三

季度达到75美元/桶。同时，推动此轮油

价上涨的因素，包括投机导致远期价格

上涨，也有由紧缩政策推动的现货溢价

大幅走高。高盛建议，在未来高通胀环

境下，投资者应抓住机会买入滞后的实

物资产、受益于财政刺激和能源密集型

复苏的资产、可以对冲通胀冲击的资产，

而石油是不二之选。值得注意的是，高

盛早在年初的报告中就曾提到，未来几

个月投机性资金流入将稳步推高油价。

其次，在供给方面存在结构性问

题。全球化石能源资本支出大幅下降以

及页岩油企业追求自由现金流，将抵消

来自非欧佩克（OPEC）国家的原油供给

增加。在“欧佩克+”（OPEC+）方面，即

使成员国选择增产 440万桶/日，今年夏

季仍会留下 135万桶/日的缺口，何况沙

特还在为未来增产预留空间。不确定的

因素是伊朗石油出口。投机者押注伊朗

新当选总统不愿妥协继续核谈判，美国

很可能推迟解除石油制裁。

国际能源署月报显示，今明两年全

球石油需求预估将分别增长540万桶/日

和 310 万桶/日，至 2022 年底全球石油

需求有望达到 1.006 亿桶/日。世界银

行最新报告将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从 4%上调至 5.6%，2022 年经济增长

预期也上调 0.5个百分点至 4.3%。这些

数据都有力支撑油价向好。在高盛看

来，大宗商品一直是通货膨胀的核心，

关键在于，这一次不是成本推动型通

胀，而是需求拉动型。

可见，要想看清油价走势，必须先

弄清楚全球通货膨胀趋势，特别是美

联储的货币政策及其影响。市场一度

传闻，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认为，美联

储漠视通胀压力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资本想通过押注油价大幅上涨加以

惩罚。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靠谱，事实上，

只要美联储收紧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

越晚，这些对冲基金相信自己疯狂买涨

期权的胜算就越高。美国商品期货交

易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 日

当周，以对冲基金为主的资产管理机构

持有的 WTI 原油期货期权净多头头寸

较前一周骤增 1638 万桶，明年 12 月份

到期的看涨期权净多头持仓量暴增。

当前市场对油价持续上涨洋溢着

极其乐观的情绪。但是，投机者有可能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真实的目的是

通过推高期权价格加大油价波动以获

利。部分对冲基金已经通过上述期权

策略放大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波动

性，并买入押注波动性加大的衍生品获

取不菲的收益。

虽说沙特及其主导的欧佩克控制

着原油供应和市场价格稳定，但美元和

美联储货币政策才是真正的关键因

素。而美国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

造成了难以预料的严重影响。

尤其是美联储一再强调通胀压力

可能是短期现象，市场预期美联储仍会

在相当长时间延续极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于是乎对冲基金才敢于放手一搏，

大举投机买涨原油等大宗商品。正如

有专家坦言，越来越多国家央行货币政

策都把应对通胀压力作为优先处理事

项，经济恢复增长已被摆到次要位置。

例如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操作量屡创

新高，表明当前美元流动性极度宽裕，

引发更强的美元下跌预期，导致以美元

计价的大宗商品包括原油价格持续上

涨。同日，巴西央行行长明确表示，巴

西央行下一个货币政策会议将研究通

货膨胀问题。俄罗斯央行也表示，将收

紧货币政策并开启加息周期。

能否遏制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

很大程度上得看美联储的态度。经济

学家普遍担忧通胀将加剧。有人预计

美国通货膨胀率将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突破 20%，有可能重蹈上世纪 70年代恶

性通胀的覆辙。德意志银行的报告就

警告说，美联储为了追求全面复苏而忽

视通胀的风险，将产生可怕后果，通胀

的爆发将使全球经济坐在“定时炸弹”

上。这可能导致一场严重的衰退，并在

全球引发一系列危机。

美国以邻为壑、损人不利己的做法

正遭遇反噬，滥用美元霸权难以独善其

身。而且，反映美国是一个不敢作决断、

没有担当、不负责任的大国。世界各国

都要警惕起来，共同应对美国通胀的破

坏性溢出影响。

近期油价大幅上涨，背后投机炒作风起云涌。虽然说沙特及其主导的欧佩克控制着原油供应和市场价格稳定，但是

美元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才是真正的关键因素。投机者的真实目的可能是通过推高期权价格加大油价波动以获利。美联

储一再强调通胀压力可能是短期现象，市场预期美联储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延续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基金才敢于放

手一搏，大举投机买涨原油等大宗商品。

左图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处燃油供给设施。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上图 市民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家加油

站加油。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