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债务危机， 希腊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措施,引来广大民众反对。 图为2月12日， 在雅
典市中心议会附近的示威活动中， 示威者躲避催泪弹产生的烟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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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集团主席容克21日清晨在布鲁斯尔
宣布， 经过12个多小时的讨论， 欧元区17国
财长决定批准总额为1300亿欧元 （约合1718
亿美元） 的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 分析人士
认为， 此举虽能解希腊 “燃眉之急”， 暂时
避免债务违约， 但其债务风险警报仍未彻底
消除。

债务违约暂可避免
容克在欧元区财长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 “欧元区财长已经就新一轮希腊
救助协议及债务减记方案达成具有深远意义
的共识， 目标是使希腊在2020年前将其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160%降低
至120.5%。”

据容克介绍， 债务减记方案有望在接下
来的几天启动。 私人债权人将对所持约2000
亿欧元的希腊国债进行53.5%的减记， 减记
幅度高于欧盟首脑去年10月峰会上所提出的
50%， 用来置换部分现有希腊国债的新国债
票面利率也被再次调低。

此外， 欧元区成员国央行有望将所持希
腊国债未来可能带来的部分收入返还给希腊
政府 ， 这将使希腊的融资需求降低18亿欧
元。 欧元区国家还有望将其发放给希腊的第
一轮救助贷款的利率从目前高于市场利率2
至3个百分点降至高于市场1.5个百分点。

在得到第二笔救助贷款后， 希腊政府将
可以避免在3月份因无法偿还到期的145亿欧
元 （约合193亿美元） 国债而宣布违约。 这也
是希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第二次接受外部
救助。

近期局势依旧脆弱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 即使希

腊得到第二轮救助贷款， 考虑到希腊经济已
连续四年萎缩， 加之国内民众对紧缩政策和
结构性改革的强烈反对以及混乱不堪的国内
政局，希腊违约的长期风险依然不容低估。

欧洲著名智库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萨皮尔对记者说，
希腊至少得经历数年甚至十多年的痛苦改革

才有希望走出危机，在步出危机之前，依然有
多种不确定因素，希腊局势依然十分脆弱。

萨皮尔指出 ， 希腊经济去年萎缩7%左
右， 连年衰退使其不堪重负， 并不断打击投
资者信心。 同时， 希腊需要在连年经济萎缩
的情况下实施削减养老金、 降低最低工资标
准等改革， 这些都将使希腊经济雪上加霜。
此外， 希腊经济不振的重要原因是自身竞争
力低下， 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萨皮尔还说， 希腊不利的国内政治气候

也使债务违约风险很难消除， 甚至还可能恶
化。 他说， 4月全国议会选举后， 当选的新
政府是否会恪守承诺， 在民众强烈反对声中
继续实施紧缩和结构性改革， 将对希腊债务
危机走势起到决定作用。

违约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经济顾问团

队成员的萨皮尔对记者说， 诸多数据表明，
希腊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依旧非常大， 而
这对希腊和整个欧盟来说都将是灾难。

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在希腊议会表决救
助协议前说： “无序违约将使希腊踏上一个
灾难性的冒险之旅。 希腊将被拖入衰退、 动
荡、 失业、 长期痛苦的漩涡， 退出欧元区也
将近在眼前。”

萨皮尔说 ， 占欧洲经济总量不足3%的
希腊出现违约 ， 对欧盟的直接影响是有限
的， 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希腊违约可能引发的
连锁反应， 包括金融市场恐慌、 市场信心严
重受挫等。 形势日益严峻的葡萄牙步希腊后
尘的可能性增大， 而意大利等欧元区核心国
的融资压力将急剧上升。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的另一
位研究员达尔沃什对记者说， 希腊一旦出现
违约 ， 欧洲央行如何反应将决定希腊的命
运。 如果欧洲央行决定为希腊的银行提供更
多流动性和担保 ， 希腊或许不会退出欧元
区。 如果欧洲央行 “见死不救”， 希腊就失
去了救命的 “最后一根稻草”， 在大量银行
出现倒闭的情况下， 希腊将被迫退出国际融
资市场， 只能通过重新发行原有货币德拉马
克才能参与国际结算。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2月2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21日表示， 中方支持欧方为应对债务危机作
出的努力， 相信欧盟有能力、 有智慧、 有办法
通过推进相关改革和调整走出眼前困境。

洪磊是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关于欧
盟通过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的问题时， 做出上
述表示的。

他说，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方支持欧
方为应对债务危机作出的努力。 我们对欧洲经
济和欧元稳定抱有信心， 相信欧盟有能力、 有
智慧、 有办法通过推进相关改革和调整走出眼
前困境， 推进欧洲经济发展。 中国将继续以自
己的方式支持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解决
欧债问题所作的努力。

21日清晨， 欧元区成员国财长在布鲁塞
尔经过10多个小时谈判， 最终通过了针对希
腊的第二轮救助计划。 通宵达旦的讨论磋商
证明救援计划的批准来之不易， 但希腊也因
此暂时解除了 “破产警报”。

过去两年多， 类似场景并不鲜见。 尽管
围绕救助希腊欧元区伙伴正渐失耐心， 尽管
有关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传闻不时传出， 但迄

今希腊和欧元区伙伴都仍在坚守着欧元大家
庭的团结， 第二轮救助方案的艰难出炉便是
为此作出的最新努力。

一些欧元区大国虽然不清楚救助的最后
结果如何 ， 但仍出手相救 ； 希腊人一边抗
议， 一边仍坚持留在欧元区。 由此可见， 欧
元区国家一致应对债务危机的政治意愿仍
在， 放弃希腊目前不是欧元区的首选。

欧元区之所以不肯抛弃希腊， 是因为这
可能带来严重经济后果， 甚至无人能知晓到

底有多严重。
在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际， 有专家

提出， 希腊退出欧元区是解决自身危机的唯
一途径，也便于欧元区卸去包袱，有利于欧元
区稳定， 但这套切割式的解决方案所可能带
来的短期冲击及后遗症，谁都不敢轻易尝试。

一旦欧元区放弃希腊， 任由其出现无序
债务违约， 不但希腊经济将遭受重创、 元气
大伤， 甚至欧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都将因此
而掀起新一轮金融海啸， 其威力可能不亚于

当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
鉴于退出欧元区毫无先例可循， 对于由

此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各方看法不一。
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恰恰进一步加剧了
人们的恐慌。放弃希腊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
增加欧元区分崩离析的风险。在希腊退出后，
人们担心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其他深陷危机的
国家也面临相同结局，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届
时，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将被成倍放大。

抛弃希腊还将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欧
元代表着欧洲一体化成果， 如果抛弃希腊导
致欧元区 “肢解”， 那无疑将是欧洲一体化
的严重倒退， 甚至会动摇整个欧盟的政治根
基。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新一轮希腊救助计划获批
■总额为1300亿欧元，可解“燃眉之急”
■债务风险警报仍未消除，违约风险不容低估

新华社记者 张正富

2009年10月20日， 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
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将超12%， 国际三大
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主权评级， 希腊债务危
机曝露。

2010年3月3日， 希腊推出48亿欧元赤字削
减方案。

5月2日， 希腊与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达成协议，希腊此后3年将获总额1100亿欧
元援助贷款。

2011年6月29日， 希腊议会通过280亿欧元
财政紧缩方案，希腊民众连日示威反对。

10月27日， 欧元区领导人达成缓解欧债危
机一揽子协议， 包括私人投资者对希腊国债减
记50%，相当于为“减债”或“注资”1000亿欧元。

2012年2月12日， 希腊议会通过新的财政紧缩
法案，以期获得新一轮援助贷款。

（据新华社电）

新华国际时评

再援希腊是欧元区“维稳”新举
新华社记者 尚军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据新华社海牙2月21日电 欧元区财长21
日清晨批准了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计划， 但荷
兰财政大臣德亚赫指出， 希腊仍存在风险。

德亚赫说， 虽然目前已达成协议， 但欧洲
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需要对希腊进行
更加严格的监督， “救助计划虽然避免了希腊
暂时破产的发生， 但潜在风险依然存在。”

他强调， 第二轮救助计划的目标是使希腊
在2020年前将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目前的160%降至120.5%， “但这仍是标准的两
倍之多”。

中方支持欧方为应对
债务危机作出的努力

荷兰财长称
救助计划通过后
希腊“仍有风险”

相关链接

希腊债务危机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