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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前进行的民调显示，受访者中，反对修改宪法的人领先于支持修
宪的人5至8个百分点，20%左右的选民犹豫不决。

此次公投最大的风险点在于，若宪法改革未获通过，现任总理伦齐将
辞去意大利总理一职。

如果公投失败、伦齐辞职、提前选举，目前民调支持率最高的是一个
叫“五星运动”的右翼政党。

“五星运动”是意大利近年崛起的政党，对欧盟持怀疑态度，主张就意
大利脱欧问题举行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分析认为，伦齐辞职会造成短期政局动荡，打击投资者信心，意大利
银行股价会进一步下跌，公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欧元会进一步贬值。

意大利的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在欧元区“拖后腿”，有媒体认为意大利
已经成为欧洲下一轮危机的引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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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意大利修宪
公投结果最早今日上午揭晓
如果公投失败现总理将辞职

又公投

11月以来，奥地利、克罗地亚、丹麦、德国
等欧洲多地陆续报告H5N8型禽流感病毒造
成野生鸟类和家禽死亡的事件。法国农业部
上月28日说，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20只野鸭
被确认感染H5N8型禽流感病毒，不过它们是
用于协助捕猎水鸟的“诱饵”，并不属于会被
销往市场的养殖类家禽。

就在法国鹅肝出口商期盼3日法国重获
禽流感“无疫区”认证后，他们便可赶上圣诞
和新年档期重启生意时，12月1日法国西南部
鹅肝产地塔恩省出现H5N8型禽流感疫情。法
国农业部2日说，法国无望获得“无疫区”认
证，法国产鹅肝依旧可在欧洲销售，但短期内
无法出口至欧洲以外地区。

今年鹅肝减产25%

法国农业部2日说，该国已有4500只鸭死
于H5N8型禽流感，另有7000只鸭被扑杀。在
塔恩省这家养鸭场周围3公里区域和10公里区
域分别设立了隔离区和监控区。目前在上述养
殖场内，具体采样检测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法新社报道，2015年12月，法国西南部至
少69家养殖场暴发H5N1型禽流感疫情，法国

因此被禁止向他国出口禽类肉蛋产品。法国鹅
肝的重要出口市场日本即于去年12月出台规
定，禁止从法国进口鹅肝。法国鹅肝生产商估
计，受当时出口禁令影响，今年鹅肝产量减少
了25%，价格则上涨了10%。

走出欧洲还需3个月

时隔一年，就在即将重获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的禽流感“无疫区”认证前夕，法国却再次
中招。出口商要再等待至少3个月时间，如果在
这期间再无新疫情出现，他们方可重新开始向
海外市场出口鹅肝。不过到那时，岁末高档餐
厅鹅肝需求大增的消费旺季早已过去。

目前来看，H5N8型禽流感病毒不会危及
人类。自2014年首次发现H5N8型禽流感病毒
以来，尚未发现人感染这种病毒的病例。而
2003年首次发现H5N1型禽流感病毒以来，已
有865人感染该病毒，其中452人死亡。

鹅肝其实法语原文为“肥肝”，通过填喂
鸭和鹅大量食物，取其“脂肪肝”烹制而成。在
一些国家，这种填喂动物的方式因涉嫌虐待
动物而遭禁止。鹅肝常常引发动物保护人士
与拥护美食传统人士之间的论战。（新华社）

泰国将领儿子被殴，
涉事酒吧被夷平？
酒吧老板已获保释

近日，一则有关“泰国明星指示
保镖围殴将领儿子，涉事酒吧被夷
平”的报道在网上引发网友强烈关
注。据泰国媒体报道称，11月25日
晚，泰国难府陆军38军区指挥官逸
塔耶的儿子（清迈某大学经管系大
四学生）在清迈“马林天空”（Malin
Sky）酒吧被保镖围殴，左眼受创严
重，可能影响视力。此事引发泰国政
府高度重视，有媒体称7天后该涉事
酒吧即被夷为平地。

而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卷入
事件核心的涉事酒吧幕后老板鲍尔
（Ball）上周四（1日）已经获得保释。清
迈法院拒绝了警方申请拘留鲍尔和
其他三位嫌犯的请求，每人在支付了
20万泰铢（约合3.86万人民币）后被
保释。

据悉，法院要求四人保释期间必
须留在泰国境内，而且避免和证人接
触。其被指控的罪名包括蓄意殴打将
领儿子致使其严重受伤。据警局官员
透露，鲍尔承认打架当晚他就在事故
现场，但否认他下令让另外3位保镖围
殴受害者。

酒吧所属区政府已针对“马林天
空”酒吧下发指令，并要求“孔敬开发
公司”立即停止使用这栋4层商业建
筑，称该建筑的屋顶酒吧“马林天空
属于违法建筑，违反了《1979年建筑
控制法案》。该指令的签署日期为11
月30日，这意味着该酒吧必须在30天
内拆除。

据报道，此次涉事的明星为奥姆·
卢卡娜（Aum Lukkana），而鲍尔曾在
YouTube上传过一段视频片段，声称
自己是明星卢卡娜的男友，而他同时
也是涉事酒吧的幕后老板。
（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编译报道）

仓库成群租房
美火灾或致死数十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奥克
兰当地时间2日深夜发生火灾，在一座
仓库内参加一场音乐晚会的至少9人
由消防队确认死亡，另有几十人截至3
日下午生死不明。

因消防部门已确认失火仓库内没
有生命迹象，消防人员清理现场后确
认的最终死亡人数很可能急剧增加。
这也将成为美国近年来造成死亡人数
最多的火灾事故。

火灾始于当地时间2日晚约11时
30分（北京时间3日15时30分），火势3
日晨4时（北京时间20时）得到控制，几
个小时后彻底熄灭。奥克兰市消防局
局长特雷莎·德洛克—里德说，已确认
死亡和推断失踪人数来源于“初步搜
索”，但“整个建筑内大片区域有待搜
索”。德洛克—里德说，当局推测这场
火灾“过火速度非常快”。奥克兰所在
的阿拉米达县的执法官雷伊·凯利说，
数十人在火灾中生死不明，其中不乏
境外人士。晚些时候，当局联系到先前
被宣布失踪的大约20人，但仍无法确
认至少20人的生死。

这次火灾也可能成为奥克兰1989
年以来致死人数最多的悲剧事件。警
方尚无法确定火灾发生时仓库内的人
员数量，但一名目击者称，当时有60至
70人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一场聚会。
媒体曝光的一项社交网站活动公告显
示，176名网友原本打算参加聚会。

一名参加聚会的李姓网友在微博
客网站“推特”留言称，他当时出去买
酒，返回时发现仓库二层已经冒出熊
熊大火，“就像炼狱”。奥克兰当地居民
本·科斯是一名音乐人，原打算和友人
一同参加在仓库举行的聚会，但迟到
了一会儿，侥幸逃过一劫。

知情人士介绍，失火仓库在当地
被称为“幽灵船”，是艺术爱好者聚居
地，不少音乐人、画家、木雕爱好者、舞
蹈演员等在这里生活，还经常举办聚
会和艺术展出等活动。不过，不少当地
居民对此怨声载道。

奥克兰城市规划部门官员达林·
拉内莱蒂透露，失火前几个月，当局不
断收到居民投诉，举报这个仓库内违
章施工，制造建筑垃圾，仓库内安置着
钢琴、画像、雕像、床、沙发，甚至一口
用作艺术用途的“棺材”。当局11月曾
派人员上门调查，但没有获准进入仓
库内，调查程序拖延至今。

消防部门官员说，这个两层仓库
的每一层仅有1个出入口，里面却被人
打出了多个用以居住和工作的隔断
间，加之杂物堆放，消防人员在灭火和
救援工作中遭遇极大困难。奥克兰市
消防局局长德洛克—里德说，“我不知
道起火点是哪里，但我知道的是，这个
建筑的格局让人们难以逃生，”德洛克
—里德说，“建筑内挤满了家具、古玩、
藏品等，就像个迷宫一样。”

熟悉仓库内艺术爱好者生活状况
的人士介绍，因当地房租持续上涨，越
来越多自由职业者选择在仓库等建筑
内群租，以节省生活开支。至于仓库等
非居住建筑的消防和安全标准，这些
人士则不太敢要求房东为此做出努
力，害怕因此被驱逐。 （新华社）

圣诞节很快就要来了。
但这个冬天，欧洲人可能高兴

不起来。这边，意大利修宪公投为
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前景蒙上一层
阴影。那边，新一波禽流感又让欧
洲多国的农业经济遭遇沉重打击。

用意大利总理伦齐的话说，这
次公投是为“充满希望的意大利未
来”而投票，是为了精简臃肿的议
会机构、提高效率、确保未来政府
执政能力。数字显示，改革公投如
获通过，将有助于减少意大利机构
的官僚作风，每年为国家节约数亿
欧元支出。

但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已陷
入停滞，英国脱欧公投结果进一步
打击了欧洲民众对一体化前景的
信心。外界普遍担忧公投失败导致
意大利陷入政治经济危机，进而危
及欧元区的稳定乃至存续。

事实上，反对党即使上台，也
只是主张就脱欧问题举行不具约
束力的公投。所谓不具约束力，说
白了也就是不具法律效力，只是看
看民意。

但分析认为，短期影响很可能
表现为，伦齐辞职会造成短期政局
动荡，打击投资者信心，意大利银行
股价会进一步下跌，公债收益率进
一步上升，进而打压欧元汇率，欧元
会进一步贬值。政局动，难以为银行
业坏账重组提供有力政治支持，恐
错失解决银行系统坏账问题的时
机。意银行体系若爆发危机，很可能
造成该国经济复苏进程被迫中止，

且有可能会拖累欧元区银行体系陷
入困境，进而威胁到欧元。

同时，这一轮H5N8型禽流感
疫情，预计将会进一步扩散。虽然
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未被H5N8感
染，但世界卫生组织称，这一风险

“无法被排除”。
此次蔓延欧洲多国的禽流感

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很大影响，给
很多养殖场带来灭顶之灾。奥地利
一位养殖场主克劳斯·弗拉茨接受
记者采访时悲伤地说，他养殖的
1000多只家禽感染了H5N8禽流感
病毒，必须要被宰杀，“这是我的全
部家底，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
渡过这个难关。”法国是欧洲农业
大国，养殖业占据重要地位，在
2014年暴发的禽流感疫情中经济
受到重创。此次波及范围更广的禽
流感疫情将会给欧洲农业带来沉
重打击。

有评论认为，虽然欧洲一些国
家正在采取应急措施控制禽流感疫
情，但在过去半个多月里疫情不断
蔓延，和欧盟及其很多成员国重视
不足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现在还
不能给予足够重视并采取果断措
施，此次疫情除了经济影响之外，还
会直接威胁到欧洲的食品安全。圣
诞节很快就要到了，欧洲人对鸡、
鸭、鹅等禽类食品的需求将大幅增
加，如果这轮禽流感疫情不能尽快
得到遏制，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将
极大困扰欧洲人的假日心情。

（新华网、新京报）

继英国6月公投决定脱欧之后，
欧洲4日迎来意大利修宪公投。此次
公投最大的风险点在于，若宪法改
革未获通过，现任总理伦齐将辞去
意大利总理一职，而民粹主义政党
上台执政将使意大利步英国后尘发
起“脱欧”公投。

此次修宪公投结果有望在北京
时间今日10时左右揭晓。公投前进行
的民调显示，受访者中，反对修改宪
法的人领先于支持修宪的人5至8个
百分点，20%左右的选民犹豫不决。

改革
立法效率太低 政府更迭太频

意大利修宪公投由现任总理马
泰奥·伦齐推动。现年41岁的伦齐
2014年当选总理，成为意大利历史
上最年轻的总理。

意大利是议会制国家，议会设置
跟美国一样，分众议院和参议院，不
同的是，意大利的参众两院立法权相
同，且所有立法都得经过两院批准才
能生效。因党派斗争加上经济疲软，
经常会出现某些立法法案被两院“踢
皮球”，长期通不过的现象。

此外，自“二战”结束以来，意大
利政府更迭频繁，至今已诞生过40
多位总理。仅2000年以来，就有6人
担任过总理职务。如前AC米兰老板
贝卢斯科尼，就曾两次出任总理。

极低的立法效率加上政府更迭
频繁，意大利的经济发展缓慢，长期
在欧元区“拖后腿”。近年的欧债危
机中，意大利受冲击很大。甚至有媒
体认为，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下一
轮危机的引爆点。

伦齐被称为欧洲最具改革精神
领导人之一，他在上台后推出了包

括政治体系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
计划。按照伦齐的设想，此次修宪法
案的核心是限制参议院的权力，保
持政府的稳定性。主要措施包括将
参议员人数从315人减至100人、立
法只须众议院通过即可、限制参议
院解散政府的权力等。

风险
现任总理辞职 右翼政党上台

最新民调显示，反对修改宪法
的人领先于支持修宪的人约6个百
分点，目前还有20%左右的选民犹豫
不决。多数西方媒体也认为，公投很
可能遭遇失败。

如果公投失败、伦齐辞职，意大
利要么组建一个看守政府，要么将
定于2018年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
如果提前选举，目前民调支持率最
高的是一个叫“五星运动”的反对
党，届时很有可能由该党引领组建
一个新政府。

“五星运动”是意大利近年崛起的
右翼政党，对欧盟持怀疑态度，主张就
意大利脱欧问题举行不具约束力的公
投。在今年6月进行的罗马市长选举
中，来自“五星运动”的拉吉高票当选，
成为罗马历史上首位女市长。

自欧债危机后，意大利经济至
今仍未完全恢复。若公投遭否决，总
理伦齐被迫下台，将令政局动荡，削
弱投资者信心，急需资金周转的意
国银行届时更难从市场融资。此外，
还有舆论批评意大利公投一旦通
过，将削弱国会监察政府能力及损
害民主。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更警告，公投通过后，意大利将步向
独裁统治，民众届时可能要移民到
其他国家。 （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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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被禁出口
禽类产品

养鸭场暴
发禽流感

出口商
再等3个月

鹅肝需求
旺季过去

透视

禽流感
这次连累法国鹅肝

欧洲多国暴发H5N8禽流感
法国鹅肝今年价格上涨10%

这个圣诞节
欧洲人还能开心吃火鸡吗？

意大利修宪的内容之一，是将参议员的数量从315减少到100 一名工作人员正分装鹅肝酱，受禽流感影响法国鹅肝出口被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