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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最年轻总统重任在肩
智 利 选 举 委 员 会 19 日

拜登巨额开支案
遭毁灭性打击

宣布，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当地时间 19 日，美国民主党籍国会

举第二轮投票中，左翼政党

参议员曼钦在一档电视节目上表示，他不会投票支持总统

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

拜登的“庞大”气候变化和社会开支法案。对此，白宫回应

列尔·博里奇击败右翼政党

称：曼钦背弃承诺！

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

关键议员反对，开支案难通过

人，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
分 析 人 士 指 出 ，博 里 奇

推动拜登的 2 万亿美元巨额经济开支案过关，一直被国

提倡改变智利新自由主义发

会民主党人视为今年最重要的立法事项。

展模式，提高社会福利，改革

由于目前参议院 50 对 50 的局面，意味着必须所有民主

税制及养老金制度，由此赢

党人都同意，法案才能过关。但是，作为立场最保守的民主

得大量选民支持。正式就职

党国会参议员之一，曼钦始终对该法案持反对态度。 曼钦

后，他仍需面对疫情防控、提

表示，
“ 我不能投票支持这项立法，我不能。我尝试了一切

振经济等一系列挑战。
■ 新华社记者 尹南 张笑然

可能的方法，但我无法得出支持它的结论。”报道指出，曼钦

12 月 19 日晚，加夫列尔·博里奇第一次以智利当选总统身份向公众发表

胜选原因

的最新言论，意味着民主党人希望他可能会改变主意的大

■ 新华社发 豪尔赫·比列加斯/摄

演讲。

门已经关闭。

非营利机构 21 世纪基金会负责人卡米拉·米兰

曼钦表示，他一直在“勤奋地”制定该法案，与拜登、参

现年 35 岁的博里奇，将成为智利历史上最年轻

达说，智利迎来了历史性的“重新出发的机遇”。智

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其他同事会面，

的总统。他 19 日晚在当选后表示，建立在不平等之

利圣地亚哥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帕梅拉·菲格

以寻找前进的道路，但他说他仍然非常担心通货膨胀、联邦

上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他强调将团结更广泛的力

罗亚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次选举对智利筑起新的民

债务以及由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引发的病例激增。曼钦

量，保障人权，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在财政政策上采

主政治力量根基具有历史性作用。

还表示，他反对该法案的决定不会让拜登感到意外。
“ 他知
道我有顾虑和我遇到的问题。”他还表示，
“ 我们都应该将注

取负责任的态度，改进医疗保险制度，改善住房、教

前景挑战

育、工资和治安状况，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竞选期间，博里奇还曾提出将改变智利新自由主

意力集中在新冠变种上，(病毒)正在以许多不同的方面和不
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变种再次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智利总统任期 4 年，不可连选连任，博里奇将于

义发展模式、改革税制、提高最低工资、废除由私营企

明年 3 月 11 日就职，推动经济发展、稳定财政政策、

业管理养老金的制度、免除学生贷款债务、增加政府在

有效防控疫情等都是他面临的挑战。

白宫称曼钦背弃承诺

电信能源等领域的作为，
支持妇女、
原住民和弱势群体

智利央行 12 月发布报告指出，
虽然今年智利经济

等。分析人士指出，
博里奇的施政纲领有效回应了社会

增速有望达到 11.5%至 12%，但明后年经济增长预计

日回应称，
“ 参议员曼钦对福克斯的评论，与他本周与总统、

诉求，
符合民众对新总统带来实质性社会变革的期望。

将大幅回落，甚至可能出现衰退。目前，智利恢复就

白宫工作人员的讨论以及他自己的公开言论不一致。”普萨

业情况仍不理想，
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升高。

基还指出，曼钦的立场“突然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逆转”，并称

此次选举打破了自 1990 年智利军政府“还政于

针对曼钦的表态，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当地时间 19

民”以来，传统的中左、中右政治力量轮流执政的格

与此同时，受之前的社会动荡、持续的新冠疫情

局。有分析认为，年轻的博里奇能够脱颖而出，得益

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因素影响，智利政府公共支

普萨基表示，白宫将继续就该法案向曼钦施压，看看他

于选民已不再青睐中间党派，转而寄希望于代表改

出大幅增加。尽管智利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但长期

是否会“再次改变立场”并“信守承诺”。普萨基还透露，曼钦

变的非传统力量。

大额财政支出不具备可持续性，如何合理有效地支

在当地时间 14 日到白宫向拜登提交了一份与拜登法案框架

配公共资源成为新政府的任务之一。

相同规模和范围的“更好重建”法案的书面大纲，其中涵盖了

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常年位居拉美国家前列，

其“违反了对总统和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同事们的承诺”
。

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不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控制非法移民以及妥善解

许多相同的优先事项。普萨基说，
“ 曼钦参议员一再承诺要

公等问题持续加剧，数届中间派政府均未能有效顺应

决南部原住民问题等都将考验新政府的执政智慧。

‘真诚地’就敲定该框架并进行谈判”。普萨基还反驳了曼钦

社会变革要求，民众不满情绪逐渐累积。2019 年首

分析人士指出，
11 月 21 日的议会选举后，
智利左

对该法案的一些担忧，并引用了沃顿商学院最近的一份预算

都圣地亚哥公共交通票价上涨引爆了积蓄已久的社

右翼力量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保持了均势博弈的态势。

会矛盾，引发全国抗议活动。在此背景下，学生运动

智利新政府及其执政同盟未来或将在推动养老金和税

领袖出身、来自新兴政党社会融合党的博里奇建立

制改革、
制定新宪法等方面面临阻力。如何有效与各方

福利国家的主张呼应了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期待。

力量展开对话，
获得支持，
对博里奇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报告，
该报告称
“更好重建”法案不会对通胀产生影响。
除了白宫发表声明，包括桑德斯、普雷斯利等多位民主
党籍国会议员 19 日也对曼钦的表态进行了严厉抨击。
■ 据中新社

肯德基倡导低碳环保，合肥小学生争做绿色“侦碳”
2021 年 12 月，肯德基中国以“自然‘侦碳’向零出

肥天鹅湖万达肯德基天使餐厅举行，不少参加过去年肯

发”为主题的互动板块在其超级 APP 正式上线，将环保减

德基环保小课堂的合肥市奥体小学的学生们再次组团报

碳理念渗透于消费者日常点餐用餐行为中，倡导消费者

名参加。

一起参与节能减碳。

上午 9 点 30 分，16 名来自奥体小学的学生，在合肥

肯德基中国总经理黄进栓先生表示，
“ 肯德基多年来

肯德基天使餐厅里以侦探的视角发现“低碳”和“高碳”的

致力于打造绿色餐厅，推动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行为，还在餐厅里发现不少低碳环保的宣传标语，

如何带动更多消费者共同关注和参与其中，是推进这项

“我在垃圾桶上找到‘精准分类为自然，餐篮回收勿投入’

工作中的重要思考”。此次“自然‘侦碳’向零出发”行

的标语”，
“ 我在吸管盒上发现的”……很快，餐厅内所有

动，肯德基将线下 7900 多家餐厅和线上平台同时作为向

的环保标志贴纸全部被侦查到。

社会公众积极传播低碳环保概念的窗口，并打造首款“零

接下来的活动中，来自中国科大的陶博士结合生活

碳”*产品——早餐燕麦饮，为大众带来了更多美味与自

赢取肯德基首款“零碳”早餐燕麦饮的优惠福利。肯德基

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分享了关于碳中和、温室效应、垃圾

在兼备的可持续消费选择，号召更多的人群关注并加入

通过这种渗透于日常消费场景的提示和激励，最大化运

“减碳行动”。
肯德基一招带你开启低碳生活，
倡导轻松减碳
2021 年 12 月，随着全新“减碳任务”在肯德基超级

用全国 7900 多家门店、超过 3 亿会员等强大的传播渠道，
让更多的公众了解到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进行垃圾分

分类等科学知识。
奔赴绿色未来，
肯德基可持续发展步履不停
肯德基重视与消费者和公众的每一次交流，从不同

类等点滴“随手”行为，都将助力碳排放不断“趋零”。

维度传递减碳理念。伴随着“自然‘侦碳’向零出发”活动

不仅如此，肯德基还在线上开展创意互动，邀请两位

的开启，肯德基还创新打造首款“零碳”产品——早餐燕

的活动，号召每名会员化身绿色“侦碳”，发现日常随手可

品牌代言人带来减碳“线索”，呼吁公众提升减碳意识，倡

麦饮，宣布 2021 年 12 月当月全国肯德基餐厅所售卖早餐

行的减碳行为，完成减碳任务，向“净零碳排放”出发。活

导低碳生活理念，鼓励践行每一个让自然更自在的环保

燕麦饮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将通过植树造林的方

动期间，用户在登录肯德基会员后，可以通过自助点餐、

式进行中和。肯德基将携手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在云南

得 相 应 的“ 碳 豆 ”奖 励 。 活 动 上 线 2 周 ，全 国 已 有 超 过

行为。
助力碳中和，
肯德基与你自然自在
“向零出发”
2021 年 12 月，全国多地肯德基餐厅同步开启“自然

1770 万肯德基会员参与减碳行动、打卡减碳行为，已累计

‘侦碳’向零出发”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线下趣味公益活

APP 的上线，肯德基在全国推出“自然‘侦碳’向零出发”

不使用一次性餐具、餐厅光盘和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获

为地球减碳 61.35 吨。
12 月 20 日活动结束后，消费者有机会凭“碳豆”数量

动，辐射并带动更广泛人群的参与。
12 月 19 日上午，自然“侦碳”向零出发公益活动在合

省保山市开展“肯德基‘自然自在’碳中和林”项目，为应
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
在 2021 年岁末，肯德基提出“向‘零’出发”又隐含了
另一层深意，希望向公众传达在即将开启的 2022 年一同
轻装上阵，
开启低碳新生活，
共同奔赴
“自然自在”
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