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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美國勞工部12日公布的去年12月的CPI數
據，較2020年12月同比上漲7%，創1982年6
月以來最大同比漲幅，而美國的CPI已連續三
個月超過6%。其中，以食品價格、燃料價格
等民生必需物資為主的 「核心物價指數」 ，與
前年同比更漲了5.5%，創下31年以來的最大
漲幅。此外，受芯片荒等因素影響，二手車價
格漲幅最為驚人，一年內漲幅達到37.3%。

專家指，美國民眾對生活必需品的消費
需求強勁，但快速蔓延的Omicron變種病毒，
加劇了各行業人手短缺及工廠停產，再加上大
批貨物積壓在港口和倉庫沒有貨車司機去運
送，導致市面上物品供應不足，從而推高了各
種消費品的價格。

低收入民眾苦不堪言
高漲的物價讓民眾叫苦不迭。30歲的建

築工人戈迪內斯在一間Costco超市採購了肉
類、牙膏、咖啡、瓶裝水等生活必需品，但沒
有餅乾及其他零食。她十分憤怒，因為她原本
的預算為300美元，但購買蔬菜就花了400美
元。 「我一直很擔心，情況不但沒好轉，反而
越變越糟。我不知道是總統的原因，還是發生
了什麼。」

行業組織FMI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美
家庭平均每周在食品上的支出為144美元，雖
然這一數據低於2020年峰值的161美元，但是
仍然遠高於2019年的113.5美元。經濟學家弗
里表示，高通脹正在削弱消費者的購買力，低
收入美國人受到的傷害最大，因為食品和能源
的高價格在他們的薪水中佔了很大一部分。

美國民眾紛紛在社交媒體分享超市貨架
空空如也的照片，發洩不滿。 「空架子拜登」
（BareShelvesBiden）一詞近日更登上推特
熱搜。

白宮誤判通脹走勢
然而，拜登政府的官員似乎並未正視問

題的嚴重性。拜登的首席經濟顧問伯恩斯坦周
三在CNN節目中竟然聲稱，近40年來美國最
糟糕的通脹數據 「代表了曙光」 。CNN反
駁道，是白宮誤判了通脹形勢。在2021年的
大部分時間裏，拜登政府的官員都將通脹高企
描述為 「暫時性的」 ，並向公眾保證，一旦混
亂的供應鏈問題得到緩解，消費品成本就會下
降，但到目前為止，這並沒有發生。美媒評
論，國會山的民主黨參議員和拜登本人此時都
沒有把心思放在解決民生問題上，如何快速推
進投票權法案在參議院闖關已經佔據了他們所
有的精力。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共和黨人布雷迪批
評7%的CPI漲幅令人震驚， 「沒有人相信民
主黨人的藉口。美國人民正在受苦，因為這個
政府拒絕幫助他們擺脫這場危機。」

疫情和慘淡的經濟形勢，拖累拜登的支
持率。昆尼皮亞克大學12日公布的最新民調
顯示，拜登的支持率跌至33%的新低，53%
的受訪者對其施政表現不滿，13%的人不表
示意見。分析指，支持率低迷的拜登即將在
20日迎來就任一周年，相當尷尬。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
社、CNN報道：美國勞工部12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12
月 美 國 消 費 者 價 格 指 數
（CPI）同比上漲7%，創近40
年來新高。分析指，持續嚴峻
的疫情、勞動力短缺嚴重衝擊
供應鏈，全美多地都面臨商品
短缺的問題。CNBC駐白宮記
者陶西拍下超市空貨架的照
片，配文 「現在就是世界末
日」 。再加上通脹高企、物價
飛漲導致家庭財務壓力劇增，
重挫美國民眾對經濟和拜登政
府的信心。12日公布的民調顯
示，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率跌
至33%的新低。

商品短缺物價飛漲 拜登支持率跌至33%
雪

上

加

霜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報》、CNN報
道：美國2021年12月CPI同比上漲7%，達到
1982年夏天以來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警
告說，1982年時，通脹指數已呈現下降
趨勢，但今時今日的通脹率卻在持續走
高，這次通脹 「破7」 較40年前更為危

險。美媒指出，只要物價還在漲，民眾對拜
登政府的怨氣就不會消散，民主黨極有可能在

11月的中期選舉失去在參眾兩院的微弱優勢。
美聯儲官員布拉德表示，2022年可能加息

4次。
美國通脹率曾於1980年達到

14.8%的峰值，時任美聯儲主席沃
爾克當即收緊貨幣政策、加強信貸控

制，試圖壓制通脹。即便如此，美國經
濟還是經歷了漫長的低迷期，直至
1982年，通脹和利率才出現大幅下降
的趨勢。

美聯儲官員日前表示，1982年8月
份的通脹數據對現在仍具有參考價

值，這名官員說： 「（那時）我們在壓低
通脹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分析

人士指出，當時的貨幣政策與現在
大不相同。本輪高通脹主要受供
應鏈中斷、勞動力短缺、大規模

財政支出以及超寬鬆的貨幣政策推動。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11日表示，由於 「需
求強勁及供應不足」 ，通脹壓力可能短期難
以緩解。鮑威爾的表態加上美國嚴峻的疫情
形勢，加劇外界對美聯儲會提前加息的預
期。

此外，美國總統拜登領導的民主黨在11
月的中期選舉將與共和黨展開一場惡戰。但
包括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內的批評人士近期
指出，拜登上任後推出多項大規模支出計
劃，向美國民眾瘋狂派錢，此舉迅速加劇經
濟過熱，是導致通脹走高的最大推手，民主
黨治下州份的選民亦對拜登感到不滿。美媒
指出，只要物價還在漲，民眾對拜登政府的
怨氣就不會消散，民主黨極有可能在中期選
舉失去在參眾兩院的微弱優勢。

美聯儲今年料加息四次

▲加州長灘港11日積壓大批貨櫃。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俄新社報
道：本周俄羅斯分別與美國、北約、歐安組
織就烏克蘭局勢舉行了三場會談，但各方均
拒絕讓步，會談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俄外
長拉夫羅夫13日表示，美國和北約斷然拒絕
了俄羅斯 「北約不東擴」 的要求，俄美安全
保障談判反映出世界舞台上的嚴重對抗，西
方試圖維護其主導地位。

繼俄羅斯與美國10日 「困難但務實」 的
對話無果而終後，12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俄
羅斯─北約理事會會議仍未能打破僵局。美
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堅稱，俄羅斯的 「北約

不東擴」 要求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她指責莫斯科
在俄烏邊境 「集結部隊」 是為了 「向歐洲和美國
施加壓力」 ，通過 「恐嚇和威脅」 作為對話籌
碼。俄駐美國大使館則稱舍曼的話體現了美國官
員顛倒事實的 「優良傳統」 。

儘管美方多次聲稱以外交、對話渠道解決問
題，但美民主黨參議院議員12日公布制裁俄羅
斯草案，聲稱如果烏克蘭局勢升級，將針對俄主
要經濟領域、國債和包括普京在內的國家最高層
人員實施制裁。俄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對國家元首實施制裁，等同於斷絕兩國關
係。」

一周三晤幾無進展 西方與俄續對抗

【大公報訊】據《衛報》報道：全球疫情惡化
和供應鏈混亂嚴重影響民眾日常食品供應。日本麥
當勞一個月內第二度停售薯條，澳洲KFC也被迫停
售部分雞肉產品。

由於薯仔原料不足，日本麥當勞約2900家門
市宣布從1月9日起全面停賣大薯與中薯，時間約一
個月，部分門市也將暫時停售薯餅。日本麥當勞的
薯仔原料大多從北美進口，然而貨船經過的加拿大
溫哥華港口近日遭受水災，再加上疫情持續嚴峻，
導致原料進口延遲，供貨不足。

日本麥當勞去年12月24日至30日間因為同樣

理由停止販售大薯與中薯，當時公司曾強調會盡力
調度庫存。

根據行業統計數據，澳洲人均每年吃掉近47
公斤雞肉，KFC是澳洲人最愛去的快餐店之一。自
上月以來，傳播極快的Omicron變種病毒在澳洲各
州迅速蔓延，確診人數激增。澳洲最大的家禽供應
商英格漢姆公司大批員工確診或成為密接需隔離，
導致該公司只能向超市和其他零售商運送整雞。

澳洲KFC的一位發言人說，由於雞塊供應不
足，已暫時從全澳一些分店的菜單中刪除了一些產
品。

日麥當勞停售大薯 澳KFC無雞塊

▲俄羅斯坦克12日在南部地區參加軍演。
美聯社

▲加州二手車價格飆升，有買家願付現金希
望盡快買車。 法新社

美CPI走勢 《紐約郵報》

汽油
（加滿一輛
中型轎車）

•從43美元
漲到61美元

電力
•上漲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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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車
•上漲37.3%

新車
•上漲11.8%

2020年12月
VS

2021年12月

燃料

交通

一打雞蛋
•從1.48美元
漲到
1.79美元

一磅煙肉
•從5.83美元
漲到
7.21美元
一磅咖啡

•從1.24美元
漲到
2.37美元

食品

其他

香煙
•上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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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新聞

漲工資招人

勞動成本增加
帶來物價上漲壓力

尋求收入更高
的工作，處於
觀望狀態

人手不足

美生活用品全面漲價

▲美國總統
拜登的形象
被網友PS到
空貨架上。

設計圖片

美通脹高企陷惡性循環

美通脹破七民眾哀嚎世界末日

企業

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