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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首尔 8 月 4 日电
韩国总统朴槿惠日前敦促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在即将发表的战后 70
周年谈话中明确重申日本历任首
相谈话的历史观，为韩日关系面向
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据韩国媒体 4 日报道，朴槿惠
是 3 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会见到访
的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代表（党
首）冈田克也时作上述表态的。冈
田克也是日本政界“知韩派”代表
人物，此次是他 1 月就任日本民主
党代表后首次访问韩国。

朴槿惠表示，韩日关系发展至
今正是建立在“村山谈话”、“河野
谈话”这一系列对殖民统治和侵略
进行反省、面向未来的日本历任首
相历史认识的基础上的。

朴槿惠还就“慰安妇”问题表
示，今年以来，韩国已有 7 位“慰安

妇”受害者相继去世，目前幸存的
只剩 48 位，她们的平均年龄接近
90 岁，因此解决“慰安妇”问题刻
不容缓。考虑到她们的高龄，事实
上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时
机。冈田克也就此表示，一想到

“慰安妇”受害者，就感到抱歉和羞
愧，希望两国政府通过目前正在推
进的协商缩小分歧取得好成果。

有关日本制定和修订安保法
案的相关情况，朴槿惠表示，希望
日方坚持和平宪法精神，朝着有利
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方向透明地
制定法案。

据韩联社报道，日本媒体最近
预测，“安倍谈话”可能不会包含殖
民统治、谢罪等“村山谈话”中的一
些关键词语。若该预测成为事实，
韩日关系会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
响。

新华社华盛顿8月 3日电 美
国总统奥巴马 3 日发布《清洁电力
计划》最终方案（以下简称最终方
案）。该方案较去年年中美国环保
局发布的计划草案小幅提高了减
排标准，扩大了各州实施计划的灵
活性，并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扶持
力度。

奥巴马表示，要保障美国经济
安全和美国人的健康，美国需要执
行更加严格的减排标准并进一步
发展可再生能源。

与去年的草案相比，最终方案
将针对美国发电企业的减排标准
由到 2030 年碳排放量较 2005 基准
年下降 30％上调到 32％。为减缓
减排目标对各州经济的冲击，最终
方案推迟了各州减排方案产生效
果 的 时 间 ，由 此 前 草 案 规 定 的
2020 年延后至 2022 年。最终方案

还设立了一个清洁能源促进项目，
对在州政府提交实施方案后开工
建设且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发电的
清洁能源项目给予奖励。

美国政府预计，如果最终方案
得以实施，到 2030年美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占美国总装机容量的比例
将 增 至 28％ ，高 于 此 前 预 计 的
22％。2020 年至 2030 年将为美国
消费者节省 1550亿美元电费支出。

对于当天公布的最终方案，美
国民主党政治人物、可再生能源产
业、环保组织等表示支持；而共和
党政治人物、传统化石能源产业等
则提出批评，认为将给美国消费者
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由于各州
提出相关实施方案的最晚期限是
2018 年，已属于美国下一任总统
任期，美国未来能否顺利实施最终
方案还有待观察。

新华社专电 韩国总统府发言
人闵庚旭 8 月 4 日宣布，朴槿惠决
定免去保健福祉部长官文亨杓的
职务。他没有公布免职原因，然
而这一人事变动显然关联韩国上
半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大
爆发。

这场疫情感染 186 人，致死其
中 36 人，近 1.7 万人接受隔离，而
且沉重打击了韩国经济。韩国政
府的应对措施备受诟病，包括疫情
初期官方拒绝公布收治感染者的
医院名称，从而助长了疫情传播和
引发恐慌。这场“生化危机”中，朴

槿惠的民意支持率跌至就任以来
最低。文亨杓是经济学家和社会
保障事务专家，获得继任提名的郑
镇烨为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深谙
公共健康事务。

韩国政府上月 28 日宣布，疫
情“事实上”已经结束。截至 4 日，
韩国已经连续 30 天没有出现新增
确诊病例。12 名感染者继续在医
院治疗，其中一人的病毒检测仍为
阳性。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应
在这名患者的病毒检测确定为阴
性的 28 天之后，韩国才能宣布中
东呼吸综合征疫情正式结束。

新华社专电 世界最大飞机
“Stratolaunch”将于明年早些时候
进行第一次试飞。这架飞机当前
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莫哈韦航空
航天港组装。组装完成后，翼展将
达到惊人的 117 米，比体积庞大的
休斯 H-4 大力神运输机还长近 20
米。这是个什么概念？举个例子，
如果把 Stratolaunch 放在一个足球
场中央，那么它机翼两端还会超出
门柱好几米。这个大家伙的机身
长度为 72 米，使用 6 个波音 747 客

机引擎，自重约 5443 吨，最高飞行
时速可达 850 公里。

它可不是用来做民航客机的，
而是负责送卫星上天。英国《每日
邮报》说，Stratolaunch 将可以爬升
到万米高空，在那里发射卫星，把
重 6 吨多的卫星送上距离地球 180
公里到 2000 公里的轨道。这样
做，一来可大大节约卫星发射成
本，二来由于可以在远离人群密集
处发射卫星，降低了公共安全风
险。

新华社专电 法国“军备总局航空技术
中心”8 月 5 日将正式启动鉴定程序，确定在
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一块飞机残骸
是否来自马航 MH370 客机。目前，这块襟副
翼残骸已经确定属于一架波音 777 客机，这
与 MH370 客机机型相同。

多种手段鉴定残骸

航空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推
测，法国方面可以通过追溯襟副翼部件上的
编码、电子显微镜探测等多种手段确定其是
否属于 MH370 客机。一旦最终确定，能够证
明 MH370 客机失事，应尽快启动对遇难者家
属的赔偿工作。

当前，在留尼汪岛发现的襟副翼已经运
抵法国。在谈及可能的鉴定方法时，中国

《航空知识》杂志副主编王亚男认为，襟副翼
作为客机上重要零件，在关键部件上应该有
可以追溯来源的编码信息，如同汽车发动机
和车架拥有识别代码一样。

他说，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襟副翼上喷
涂有“BB670”，这一代码属于波音 777 客机
维修代码，鉴定人员应该能在襟副翼内部部
件上找到其他识别代码，从而确定其来源。

除通过编码外，鉴定人员在鉴定中还可以
使用电子显微镜。法国“军备总局航空技术中
心”前主任皮埃尔·巴斯卡里对媒体说，该中心
拥有一部“能够放大1万倍”的电子显微镜。

王亚男认为，由于加工工艺和流程，客
机零件在表面上往往存在细小的差别。因
此，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襟副翼部件表面的
细微特征，可以确定其生产时间、地点和设
备，进而推断是否来自 MH370 客机。

能否解开失事之谜

对于调查人员来说，确定襟副翼是否

来自 MH370 客机只是第一步，能否从中发
现蛛丝马迹、解开客机失事之谜同样让人
关注。

如果证实襟副翼来自 MH370 客机，法国
实验室将使用更为复杂的工具以便调查坠
机原因，比如分析残骸的受损情况是由于客
机空中解体、还是整机坠入海洋。还有专家
提出，通过分析襟副翼上附着的“贝壳”种
类、大小，可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从而确定

客机坠毁的海域。
但也有专家提醒，由于当前只有一块飞

机残骸，人们不应该期待会有惊人的发现。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前局长让－保罗·
特罗阿代克说：“我们不应该期待分析会带
来奇迹……可能性非常小”。

王亚男同样预测，仅凭一块残骸难以
解开飞机失事之谜，而且考虑到洋流运动
的复杂性和时间因素，反向定位飞机失事

海域的难度很大，其误差大于通过分析卫
星信号确定搜索区域。然而，一旦襟副翼最
终确定来自 MH370 客机，将首次有实物证明
这架飞机失事，应该尽快展开对遇难者家属
的赔偿工作。

他还建议，如果确定襟副翼属于 MH370
客机，应该加强在马达加斯加岛附近的搜寻
工作，一旦发现更多客机残骸，有可能从中
获得更多线索。

几个月来，美联储官员在公开演讲和媒
体采访中一直强调 2015 年是加息之年，并
与市场就加息时机反复进行沟通。目前多
数市场人士认为美联储最早将于今年 9 月
启动加息，但也不排除推迟到 12 月行动。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
向势必引发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和全球资产
价格重置，外溢效应不可忽视。

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资本账
户并未完全开放，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实体经
济和金融市场的直接影响可控。但那些经
济基本面和金融体系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可
能会受到美联储加息较大冲击，并通过贸
易、投资和金融渠道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
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一般而言，美联储加息会导致美元走强及
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增加，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
国，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资本急剧外流、
股市下跌、货币贬值、外债偿还压力增大等挑
战。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不仅会
影响到中国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和出口，其市
场波动引发的传染效应也可能令中国资本市
场承压。此外，受美元走强影响，人民币对美
元币值相对稳定可能导致人民币相对欧元、日
元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这也将影响中
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亚太首席
经济学家保罗·格伦瓦尔德预计，美联储将
于今年 9月启动加息周期，直至 2018年将联
邦基金利率提高至 3.75％，这意味着未来 3

年美联储将加息约 375 个基点，全球利率和
融资成本将逐步进入上升通道。

此间人士认为，中国应将政策防范重点
放在夯实本国经济基本面和金融体系上，降
低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杠杆率，提高银行业
资本金标准，增强本国承受国际资本流动大
幅波动的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业界预期，一旦美联储启动加息，迫于
可能面临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压
力，中国央行进一步降息的操作空间将受到
大幅限制。前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戴维·斯
托克顿还指出，中国还应着重控制信贷扩张
速度和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美联储收紧货
币政策和全球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会放大这
些国内挑战。因此，抓住美联储尚未加息的
空当，当务之急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增强
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信心。

不过，不必对美联储加息反应过度，因
为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好转和向健康水平回
归，美联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要回归常
态，美联储加息迟早会来。美联储启动加息
将是对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趋势的最清晰确
认。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持续
复苏将带动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出
口，助益全球经济增长。

当前，许多新兴经济体拥有更加灵活的
汇率政策和更加充足的银行资本，只要中国
宏观经济向好发展，继续落实经济改革措
施，美联储启动加息后，拥有长远眼光的国
际资本会继续青睐中国市场。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3日电）

■国际时评

中国须提早应对美加息挑战

法今起开始鉴定疑似MH370残骸
能否解开飞机失事之谜仍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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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高官因MERS丢官

全球最大飞机明年试飞

美加州森林大火肆虐
受灾面积已超过 60000英亩

8 月 3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利尔莱克附近，消防员参与设置
逆火。加州克利尔莱克的这场大火起燃于 7 月 29 日下午，其受灾面积
已超过 60,000英亩（约 243平方公里），造成至少 14栋房屋被毁，6300栋
房屋受到火势蔓延威胁。 新华社发

竞选美国总统，拼的是什么，施政理念、
从政经验、财力、体力、魅力？除了这些，还
有选举时的竞选标志。

据说现任总统奥巴马 2008 年选举时的
竞选标志大获成功，而 2016 年这拨参选者中
目前还没有人达到他当年的“高度”。相反，
不少参选人的竞选标志还遭到设计专业人
士和网友的“无情吐槽”。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成为竞选宣传新战场，
能否以新颖而有内涵的竞选标志俘获人心尤
其是年轻网民的心，直接关乎竞选成败。

奥巴马成榜样
“人们对奥巴马竞选成功印象深刻。他

利用了很多新技术和手段，其中之一就是竞
选标志。他的标志明快、简洁，但又很突出、
抓人眼球。他的成功让人觉得竞选标志很
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刁大明说。

奥巴马的竞选标志以他姓氏的首字母
O 为原型，采用较为明亮的红蓝两色，形似
日出。这一标志用起来很灵活，既可单独使
用，也可作为字母 O 与其他字母组成口号。
这一讨巧的设计为当时还算“新人”的奥巴
马加分不少。

图形设计师戴维·卡森 7 月接受美国《政
治杂志》网站采访时说，奥巴马 2008 年的胜
利及其在年轻选民中激起的兴奋部分原因
在于“对一个饱含感情的标志的有效运用”。

后来者不咋样
本次选举多名参选人的竞选标志流露

出效仿奥巴马的痕迹。有的学他摒弃以往
竞选标志较为深重的颜色，如前马里兰州州
长马丁·奥马利、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
斯等；有的学他只用自己姓氏首字母，如希
拉里、前得克萨斯州长里克·佩里等。

不过，设计师认为，本次选举参选者中，

“没人达到奥巴马 2008 年的水平”。
在专业人士看来，所有“效仿者”中，奥

马利的竞选标志算是比较得奥巴马“灵活图
形标识”的“精髓”。这个形似对话框、框中
写着奥马利姓氏的标志意在表明奥马利“倾
听民意、为民发声”的意愿。

不过，相比奥巴马的竞选标志，美国知
名字体设计师托比亚斯·弗雷尔－琼斯认
为，奥马利的标志略失庄重。

俩“热门”遭“热讽”
《政治杂志》网站 7 月一篇报道中汇集了

美国一批顶尖设计专业人士对本次总统选

举各竞选人标志的评价。其中被提及最多
的竞选人包括民主党目前支持率最高的希
拉里和共和党热门人选杰布·布什。

杰布·布什的竞选标志没有用他的姓
氏，而是名字加感叹号。按照设计师的说
法，他试图以此淡化“不受欢迎的哥哥”、前
总统乔治·W·布什给选民的印象。不过，这
一“经过实战检验”的竞选标志被多名设计
专业人士排在“最糟榜单”中，原因之一在于
名字加感叹号的形式对于总统选举这样严
肃的政治事件而言，“实在太不正式”。

而希拉里的标志“简化”得更为彻底，只
剩下名字的首字母 H。有趣的是，设计专家
对这一标志褒贬不一、两极分化。

美国视觉艺术学院设计系主任史蒂文·
赫勒认为，就“极简主义和多用途性”而言，
希拉里的竞选标志最棒。不过，也有设计师
认为，这一标志太过简化和图形化，难以表
达竞选人的想法。

刁大明说，社交媒体就这次选举竞选标
志发表大量品评，一方面是因为这次选举参
选人数比往年高，竞选人之间有“更多比较
空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选举技巧随着传
媒业和设计业发展而提升的趋势。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想当美国总统，竞选标志得出彩
这么多年了，奥巴马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

奥巴马 2008年的竞选标志

杰布·布
什（上）和希
拉里·克林顿

（ 下 ）参 加
2016 年大选
的竞选标志

本报资料图片

8月 1日，在法国图卢兹近郊，载有疑似马航 MH370航班残骸的白色货车驶入航空技术分析机构。 新华社发

美联储加息会产生哪些影响

美元汇率走强，美元资产受追捧，国际资本
回流美国

对美国

国际资本外流，股市下跌，货币贬值，外债偿
还压力增大

对新兴经济体

对中国 面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央行进一
步降息的空间受限，可能受到外部资本市场
大幅波动的传染。但总体影响可控——我
国外汇储备丰富，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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