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1日电 记者从新疆
喀什地委办公室获悉，11日18时许发生在喀什
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以下简称克
州）交界处的5.8级地震已经造成喀什地区伽师
县12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30余间民房受损。

喀什地委办公室负责人称， 震中位于克州
境内十八盘水磨和喀什地区伽师县西柯尔库勒
镇附近。西柯尔库勒镇距离伽师县城90公里，距
离喀什市200多公里。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 徐蕊 何雨
欣） 记者11日从财政部获悉 ，近日 ，中央财政
追加下达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资
金79.3亿元， 加上年初预算安排的392.4亿元，
2011年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公用经费补助资金471.7亿元。

财政部要求，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标补助
资金和农村教学点公用经费补助资金，重点用
于以下方面：一是弥补寄宿制学校住宿费取消
后学校水电、取暖等运转经费缺口 ；二是支持
学校配备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三是补助教师
参加培训所需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 、资料费
和住宿费等开支。

中央追加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补助79.3亿

新疆喀什发生5.8级地震
已造成12人受伤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 徐蕊 何
雨欣） 财政部11日公布的最新财政数据显示，7
月份 ， 全国财政收入9864.1亿元 ， 同比增长
26.7%，增幅较前几个月有所回落。其中，中央本
级收入5228.59亿元，同比增长24.5%；地方本级
收入4635.51亿元，同比增长29.4%。

至此， 今年前7个月累计， 全国财政收入
66739.92亿元，同比增长30.5%。

7月我财政收入
9864.1亿元
同比增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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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在前一交易日微跌0.10%之后， 继续大跌303.66点， 收于5613.42点， 跌幅达5.13%， 这已经是
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连续11个交易日下跌。 图为交易员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工作。 新华社发

市场恐慌情绪弥漫
金融传导风险难消

由于受到美欧利空消息打压，全球股市
最近两周连续出现三轮暴跌，展现高度联动
图景，投资者情绪极不稳定。 未来全球资金
的风险偏好如何变化还需进一步观察。

今年以来 ， 欧美债务警报频繁响起 ，
标普对美国的 “降级 ” 成为这些警笛声中
的一个高音。 市场对发达国家债务的忧虑
焦点， 正从外围国家逐渐转向美国 、 法国
等核心国家。 由于债务问题的长期化 ， 未
来如果美欧出现新的负面消息或政策失误，
可能再现股灾 ， 通过市场心理渠道传染的
风险仍需高度防范。

美债余额规模超过14万亿美元 ， 多为
全球的银行机构 、 养老基金 、 共同基金和
各国外储持有 ， 这些机构投资者还以美债
作为抵押 ， 编织起错综复杂的金融关系 。
因此， 如果美债出现 “风吹草动”， 其产生
的连锁反应将远远超过股市暴跌的冲击。

有观点认为 ， 美债危局深处 ， 是对美
元的一种 “信心危机”。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
所研究员小野亮谈道 ， 在明年美国总统选
举前后， 不排除出现 “第二次评级危机 ”。
他还指出， 近年在各国外汇储备中 ， 美元
资产的比例在逐年降低 。 一旦美国在处理
中长期财政问题时应对失当 ， 美债等美元
资产或被抛售。

经济复苏动力难继
提振需求顾此失彼

市场暴跌看似因 “降级 ” 而起 ， 但
“降级” 反映出的全球经济， 特别是美欧经

济的前景难料， 才是投资者真正担忧所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巴里·博斯沃
思对新华社记者如是说。

回顾本轮金融危机演变过程 ， 以美国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催
生房地产泡沫 ， 而房地产泡沫破灭带来次
贷危机导致金融业 “内爆”， 进而引发严重
金融和经济危机 。 随后央行发钞 ， 财政发
债筹资对金融业施以援手 ， 并刺激经济 ，
将私人部门危机成本转移到政府部门 ， 导
致公共债务水平迅猛上升。

这一解决危机的思路，是通过强力扩张
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并期望经济
好转带动债务问题的解决。 但事与愿违，由
于长期结构性问题 ， 发达国家复苏速度迟
缓， 不足以形成良性循环解决债务问题，反
而进一步削弱财政稳定性，使金融危机演变
至欧债危机和美债困局，反累经济增长。

更为危险的是，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两个
经济体， 美欧困境正在 “重合”。 欧洲经济
增长总体情况也不乐观 ， 欧元区商业信心
指数目前处在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 即
便是领头羊的德国也出现经济增长放缓迹

象。 这背后 ， 是欧洲部分国家经济竞争力
低下 、 欧元区货币和财政政策相互掣肘 ，
压缩财赤社会阻力巨大 、 政治决策推动艰
难等深层次原因。

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古斯塔沃·佛朗哥认
为， 目前说世界经济将再陷衰退 、 全球面
临新一轮金融危机还为时尚早 。 但可以明
确的是， 世界经济又出现严重问题。

全球经济调整持续
新兴经济体需沉着应对

从金融危机以来 ， 发达经济体沉疴难
起 ，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降低 ，
而以中国、 印度 、 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体大国借助各种条件 ， 在全球经济版图
中的地位持续上升。 美欧债务形势的恶化，
或将进一步强化这一调整趋势 。 而在这一
过程中， 中国 、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更应该
冷静观察， 沉着应对 ， 强调合作 ， 在全球
层面推动经济平衡， 巩固增长形势。

由于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 其发
钞方美联储的政策尤需关注 。 如果美国再

启 “量化宽松”， 其 “外溢” 影响需新兴经
济体重视 。 目前 ， 在中国 、 印度等主要新
兴经济体 ， 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 如果美元
资金再次流入国际市场 ， 推高大宗商品等
资产价格 ， 产生输入性通胀压力 ， 新兴经
济体将面临压通胀和保增长的艰难平衡。

从外部形势看，目前全球市场动荡和预
期疲软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也给中国的贸
易和经济增长带来下行风险，但经过金融危
机洗礼的中国经济也展现出更强弹性。 巴克
莱资本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最新公布
的7月份贸易数据好于预期， 表明中国内外
需的应变能力较强。 中国对新兴市场出口形
势好于对发达国家出口的趋势仍将延续。

美欧债务危局的出现，是其经济发展模
式中内在缺陷产生的结果，这为中国思考未
来长久发展之路提供了借鉴。 有学者指出，
在这种借鉴与思辨中，应该避免“因噎废食”
的倾向，因为在很多方面，美欧的问题是“过
度”，而中国的问题是 “不足 ”，因此 ，外部危
机的出现更应该成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契机，而不是放缓内部改革步伐的
理由。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世界经济大调整进入“深水区”
美国信用 “降级”， 全球股市暴跌只

是一个镜像 。 这个镜像映射出世界经济
的深层次问题：

美国主权信用已经蒙尘———美元被全
球“储备”，却又存在结构性贬值的趋势。

欧洲债务危机正在扩散———欧元区货币
和财政政策不统一的缺陷难以立决。

新兴市场挑战更加严峻———控制通胀
及预期和保持经济增长需要两相权衡。

这些矛盾都表明， 2008年爆发的金融
危机引发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周期调整。
随着问题从投行破产转向国债违约 ， 风
险从金融部门转向政府部门 ， 世界经济
正进入一个更深、 更广、 更长期的调整变
化过程 ， 国际金融经济秩序也出现重新
构建之势。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铁路部门正在编
制新的列车运行图。 新的列车运行图将调整列
车开行方案， 适当降低新建高铁运营初期的速
度。 新图将分两阶段实施。

新的列车运行图主要特点有：一是将目前京
津城际、 沪杭两条高铁的时速由350公里调整到
300公里；二是将合宁、合武、石太、昌九、海南东
环、杭深线宁波至厦门段、长吉、秦沈高铁时速由
250公里调整到200公里；三是将客货混跑的既有
线动车组列车时速由200公里调整到160公里。

速度调整的动车组列车运行时间将有所延
长，直通列车和中途停靠站基本保持不变，各席
别票价在现行票价水平基础上，下浮5%左右。

新图将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京津城
际、海南东环、广珠城际高铁，从8月16日零时起
实施新图。 8月12日起，这三条高铁按调整后新的
列车运行图和票价预售车票。 调整后，京津城际、
海南东环、广珠城际高铁的列车开行数量不变。

调整后， 京沪高铁列车开行数量将由目前
的88对减少到66对。 新运行图8月16日实施， 8
月12日起开始预售票。 在调整期间， 为适应旅
客出行需求， 从9月1日起， 在既有京沪线加开
夕发朝至动卧列车。

第二阶段， 其他高铁从8月28日零时起实
施新图， 8月24日起按调整后新的列车运行图
和票价预售车票。

铁路部门对少量已售出的变更列车的车
票， 将优先予以改签或办理全额退票。

全国铁路将实施
新列车运行图

适当降低新建高铁运营初期速度
票价下浮5%左右

8月10日 ，13名来
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的女学员在海上进行
了 天 文 航 海 实 习 考
核，合格率100%。这批
女学员首次随“郑和”
号远洋训练舰赴俄罗
斯、 朝鲜访问及远洋
航海实习。 在为期18
天的时间里， 她们分
别进行了天文航海 、
地文航海、 水文气象
等课目的实习训练 ，
在随舰实习中担任见
习值更官， 并轮流分
配到通信、航海、机电
等岗位观摩实习 ，熟
悉舰艇各部位操作指
挥方式。 新华社发

首批舰艇初级指挥女学员完成实习

据新华社平壤8月11日电 据朝中社11日
报道， 朝鲜北南军事工作会谈北方团长10日
在就韩方称朝鲜军队在延坪岛附近海上进行
炮击一事答朝中社记者问时表示， 朝鲜当天
在邻近 “西海5岛” 的黄海南道一带为建设大
型人民生活设施而进行正常爆破作业， 但韩
方却将其说成是朝鲜军队进行炮击， 捏造事
实， 并企图借此进行军事对应行动。

北方团长说， 韩方把朝鲜和平建设过程
中的正常爆破声捏造成炮击 “挑衅”， 是又
一次反朝阴谋活动。

据新华社首尔8月11日电 韩国军方11日
上午就朝鲜方面否认炮击作出回应， 坚称朝
鲜10日曾向存在争议的 “北方界线” 附近开
炮。

韩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官员11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当天
作出回应，认为朝鲜的说法“不值一驳”。联合
参谋本部方面说，10日下午事发当时，韩国哨
兵报告了朝鲜龙煤岛方向传来炮声， 并通过
观测装备确认了炮弹的弹着点。“朝鲜10日先
后两次共发射了5发炮弹，其中3发落在‘北方
界线’以北，两发落在‘北方界线’附近”。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8月10日电 非洲联
盟（非盟）10日发布声明说，新独立的南苏丹
共和国将于本月15日正式加入非盟， 成为该
组织的第54个成员国。

声明说， 南苏丹正式加入非盟的庆祝仪
式将于当地时间15日上午10时整在位于亚的
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会议大厅举行， 随后将
举行升旗仪式。

根据非盟接纳新成员的条例规定，非盟7月26
日获得了足够数量的成员国对南苏丹入盟的认
可，决定于15日正式接受南苏丹为非盟新成员。

新华社利比亚班加西8月10日电 （记者 周
潼潼 王洪江） 利比亚反对派 “全国过渡委员
会”10日公布过渡时期“宪法宣言”，就后卡扎菲
时期的政治过渡列出时间表。

“全国过渡委员会”副主席、发言人库卡当
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全国过渡委员会” 已完成
过渡时期“宪法宣言”的准备工作。 “宪法宣言”
将在卡扎菲政权下台后立刻执行， 并在过渡阶
段发挥临时宪法作用。

据库卡介绍，“宪法宣言”规定，利比亚将在
卡扎菲政权下台后30天内成立国家政府；90天
内公布选举法， 成立最高选举办公室；240天内
进行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议会）选举，选出政
府总理并制定法律。

库卡说，“宪法宣言” 规定过渡时期为20个
月，其中前8个月由“全国过渡委员会”管理，剩
余12个月由全国代表大会监管。 他说，“全国过
渡委员会”成员均已作出承诺，将不会参加未来
的总统或议会选举。

利反对派公布
过渡时期“宪法宣言”

南苏丹15日加入非盟

朝称延坪岛炮声
来自民间设施建设
韩军方坚称朝曾开炮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0日电（记者 杜静 王
丰丰） 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约翰·艾伦10日说，制
造北约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直升机坠毁事件
的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被击毙。

艾伦当天在五角大楼新闻吹风会上通过视
频连线对记者说，阿富汗当地时间8日夜，北约
部队在一次空袭行动中击毙了制造坠机事件的
塔利班武装人员。

已击毙制造坠机的塔利班成员
美军称

据新华社喀布尔8月11日电 阿富汗总统
卡尔扎伊11日表示， 谋求连任不符合国家利
益，他无意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

卡尔扎伊当天在总统府会见一些国民议
会议员时说，他不会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因
为这不符合国家利益。

此前曾有媒体援引一些阿议员的话报
道说，卡尔扎伊试图运用手中权力，在其第二
个总统任期结束后谋求连任。

阿富汗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5年，可连
任一次。

卡尔扎伊宣布
不再谋求连任

始于本月6日晚的一场大规模骚乱从
英国首都伦敦迅速向全国蔓延， 令英国政
府和警方措手不及。 直到10日， 英国首相
卡梅伦才表示 ， 伦敦的局势基本得到控
制。 然而在曼彻斯特、 索尔福德、 利物浦
等其他城市， 小规模的骚乱仍在继续。

一场主要是年轻人参与的骚乱何以几近
失控并蔓延至多个城市？ 其中原因值得反思。

政府反应迟缓

起始于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地区的这场
骚乱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英国政府的足够重
视。 最明显的例证是，骚乱爆发之初，首相卡
梅伦、 负责国内治安的内政大臣特雷莎·梅
和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仍在外地继续休
假，直到局势难以控制后才返回伦敦。

警方处置不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几天的骚乱表明，
参与平息骚乱的英国警员人数明显不足，而
且警方似乎不愿对骚乱者采取强硬手段。

英国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划对警方
的执法能力已造成了不利影响。 一名不愿
透露姓名的伦敦警察抱怨 ， 由于经费紧
张， 警方的行动一切从节俭出发， 而星期
六晚上值班的警察又非常少， 这让不法之

徒看到了可乘之机， 率先于上周六 （6日）
晚在托特纳姆地区发难。

手机网站推波助澜

无线通讯工具和互联网的使用在伦敦
骚乱蔓延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伦敦警察局助理局长帮办卡瓦纳说 ，
“推特” 网站上的一些信息是 “煽动性”和
“不准确” 的，警
方正在对此进行
调查， 该网站的
用户宣扬暴力可
能受到法律的惩
罚。

骚乱背后
原因多重

英国各界及
世界舆论都在探
寻骚乱背后的原
因， 但迄今为止
没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一些分析人
士认为， 此次骚
乱虽然看似突发
事件， 闹事者缺

乏明确目标与诉求， 但症结还是在于英国
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 通过此次骚
乱， 可以发现欧债危机正使欧洲政治生态
与安全形势悄然发生变化。 在全球化进程
中， 欧洲经济陷入危机， 政府被迫紧缩开
支 ， 削减福利 ， 增加税收 ， 通胀水平上
升， 底层民众生活日益艰难， 社会矛盾凸
显， 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显著上升。

（据新华社伦敦8月10日电）

骚乱缘由值得反思英国骚乱已趋平息

8月10日，在伦敦西部的伊灵，行人从用木板盖住窗户的商店门前
走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