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9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2019 年 9 月 12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黄国清

世界报道

建成于 2010 年的静安站，直至今天仍是全球规模巨

大、技术先进的 500 千伏全地下变电站。它的投运从根本

上解决了上海中心城区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极大优化

了中心城区超高压电网的结构，充沛的电力通过这里被

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点亮城市。

2018 年初，另一座世界级的 500 千伏地下变电

站——— 五角场站也加入到了上海电网大家庭中，上海中

心城区形成了“500 千伏双核驱动”的供电模式。

如今，上海市民早已不用为夏天用不上空调而烦恼，

工厂和商业楼宇也不会再因限电而错时上班；更让人舒

心的是，中心城区的一座座大型变电站已经很好地融入

到周边环境中，甚至成为城市的“绿肺”和窗外的风景。

电从“奢侈品”到“必需品”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而变

电站从“灰蒙蒙”到“绿茵茵”则为市民创造了更美好、更

高品质的生活。

“灰蒙蒙”的“蜘蛛网”变电站

1959 年，西郊站正式投运，并依托华东地区首条 220

千伏线路——— 望亭-西郊线，同步实现了上海电网与浙江

电网的联网。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占地面积还

是设备容量，西郊站都是上海之最，它理所应当地成为上

海及华东电网的枢纽变电站。站内密密麻麻的苏式户外

敞开式设备与颇有石库门风格的设备楼成为那个年代的

“独特风景”，“远东第一站”也因此得名。

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为更好地满足工业发展，上海加

快了中心城区大型超高压变电站的建设步伐，220 千伏

蕴藻浜、浦东、钢铁等变电站相继投运，为“上海牌”“上海

货”“上海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这些变电站的“容貌”与西郊站基本相似———

设备楼加上一大片户外敞开式设备区，不仅占地面积大，

视觉上也总是“灰蒙蒙”的一片。

当年，变电站的建设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提升变电

容量，满足周边供电需求，变电站的美观放在其次。此外，

受到电力设备制造工艺的限制，加之电压等级越来越高

的结果使变电站户外设备总量越来越大，一层空间不够

用了就把设备摞起来变成两层。由此，如同蜘蛛网般的高

层构架结构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变电站的一大特色。

上海变电站开始转入地下

改革开放后，上海经济发展明显提速，城市化进程加

快推进，西郊站、蕴藻浜站等这些原先地处偏远地区的变

电站随之逐渐被居民楼和商业设施所包围。与此同时，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电力的需求与日俱增，上

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中心城区出现了严重缺电的情况。

为了缓解这一局面，将超高压电网直接引入市中心，

形成向周边用户的辐射供电效应迫在眉睫。这一次，电力

人把眼光瞄准了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上世纪

80 年代末，人民广场周边 5 公里范围内竟然没有一座

220 千伏变电站。但是，人民广场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有

的风貌格局决定了，在这里造一座地上变电站根本行不

通。怎么办？最终的破题方案是：在地下造一座 220 千伏

枢纽变电站。

1993 年，220 千伏地下变电站——— 人民广场站正式

投运。投运至今，广场站已经默默地为人民广场、南京路

等周边重要区域安全供电 26 年。

之后的十年，上海中心城区又相继投运了多座大型

变电站。它们一改过去户外敞开式的模式，纷纷将电力设

备安装于户内设备楼。这一方面是 GIS 等小型化电力装

备推广应用的必然；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变电站大多紧邻

居民区，必须充分考虑到噪音、照明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地下做加法、地上做乘法”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惊艳世界。盛会的成功、精彩、

难忘离不开可靠的电力保障，500 千伏静安站在其中起

到了关键作用。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中心城区的规划和

发展对于大型变电站始终带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

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建设一座 220 千伏甚至是 500 千伏

变电站，谈何容易！

为此，国网上海电力选择了一条“地下做加法、地上

做乘法”的绿色发展之路，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一方

面打活“存量牌”，通过对市区老旧变电站的改造，提高其

供电可靠率，同时将户外敞开式设备移至户内，让变电站

完成向“环境友好型”的华丽转变；另一方面打好“增量

牌”，充分运用城市地下空间，积极推进大型地下变电站

的建设。

2013 年初，国网上海电力正式启动了长春、西郊、新

周、古美、万荣、港口、蕴藻浜 7 座投运超过 30 年的老旧

变电站的整体改造。改造工程历时 5 年，改造后的 7 座变

电站，变电容量提升 60%，35 千伏出线数量增加 30%，

110 千伏出线数量增加 100%，城市供电可靠性得到了极

大提升，能够满足远景 2040 年上海电网供电需求。改造

非但没有让变电站的围墙向外扩张 1 厘米，反而在站内

共计节省出了 4 . 17 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

2019 年上半年，上海城网供电可靠性达 99 . 9915%，

居全国前位；到 2020 年，有望实现核心区域供电可靠率

99 . 999% 以上。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分布于上海各

个角落的大型变电站功不可没。

文/朱鹰杰

上海作为一座国际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大型变电站在保障城市供电中起着关键作用，也为

特大型城市电网绿色可持续发展探索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500 千伏五角场地下变电站的主变压器

 2010 年 3 月，500 千伏静安变电站建成后，地面建成
静安雕塑公园

改造后全新的 220 千伏新周变电站

·广告·

新华社东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郭丹)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 11 日改组内阁及自民党高层。19 名
内阁成员中，人选或职位有变动的多达 17人。安
倍当天声称，将在其任期内竭尽全力达成修宪目
标。

但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内阁“大换血”更多
体现安倍对亲信和自民党内各派阀支持者的
“论功行赏”。与修宪相比，经济和外交恐怕是新
内阁面临的更迫切课题。

安倍曾在此次内阁改组前表示，要打造“能
够确保政治稳定和迎接新挑战的强力布局”。因
此，虽然新内阁有 17 人变动，但支撑安倍政权
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内阁官房长官
菅义伟的留任早已内定。

安倍 2012 年 12月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

多次改组内阁并调整自民党领导层，但不论
改组幅度大小，安倍、麻生和菅义伟组成的
“铁三角”始终不变。

此次内阁改组的一大看点是，前首相小
泉纯一郎之子、年仅 38 岁的小泉进次郎首次
入阁，被任命为环境大臣，成为日本战后进入
内阁的最年轻男阁僚。

日本舆论认为，安倍此次提携小泉进次
郎有两个用意。一是利用小泉进次郎在民众
中的高人气为新内阁“长脸”，二是小泉进次
郎与其父对政府时有批评之声，招纳其入阁
能堵住小泉父子的嘴。

此外，前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转任防卫大
臣，曾担任过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的茂木敏充
因其在日美贸易谈判中的表现获安倍首肯，

被任命为外务大臣。
安倍称，新内阁的定位为“稳定与挑战”，

但在野党和有识之士批评说，安倍新内阁可
谓为“友人内阁”。此次入阁的文部科学大臣
萩生田光一、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经济再生大
臣西村康稔、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等均为
安倍核心亲信圈的要人，且政治保守色彩浓
厚。

韩国媒体甚至评价说，这将是一届“对韩
强硬内阁”。

内阁新名单正式公布前，11 日上午，自
民党召开总务会议，确定党内高层人事安排。
今年 80 岁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政务
调查会长岸田文雄留任，原奥运大臣铃木俊
一、原自民党干事长代理下村博文分别出任

自民党总务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
安倍在自民党总务会议上表示，“全党要

团结一致努力推进宪法的修改”。
但分析人士认为，今年 7月日本参议院

选举后，修宪势力丧失了能推动修宪动议的
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席位优势，安倍政府推动
修宪的难度大增。安倍这次改组内阁前后强
调此事，更多是为了维护修宪的党内士气。

与修宪相比，经济和外交才是新内阁的
当务之急。按照原计划，日本将在今年 10月
再次提高消费税率，但受当前全球经济和贸
易形势影响，能否如期提高尚存变数。此外，
日本与韩国、俄罗斯、朝鲜等周边国家的外交
要么恶化，要么迟滞，如何突破，恐怕也是新
内阁的一块“心病”。

安倍内阁“大换血”，对亲信“论功行赏”？

新华社喀布尔 9 月 11 日电
(记者陈鑫、邹德路)“9·11”恐怖
袭击事件已过去 18 年。许多阿富
汗人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他们已厌倦无休止的战
争与冲突，希望阿富汗能早日恢
复和平。

喀布尔居民赫瓦贾·扎比乌
拉 11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阿富汗人已经承受了 18 年的苦
难。18 年来，阿富汗人每天都在
经历‘9·11’式的痛苦。每天都有
平民、年轻士兵和警察死亡。”

2001 年美国入侵阿富汗并
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一直
处于动荡之中。2005 年后，塔利
班卷土重来，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联合国报告显示，2018 年共有近
4000 名阿富汗平民在各类冲突
中死亡，是有记录以来平民死亡
人数最多的一年。

阿富汗北部巴格兰省居民巴
希尔·萨达特表示，阿富汗人已经
厌倦了战争。“发生在美国的‘9·
1 1’恐怖袭击事件夺去了大约
3000 人的生命，但是自那之后，有
更多的阿富汗人在冲突中伤亡。”
萨达特表示，希望外国军队尽早从阿富汗撤走，因为在他看
来，只要外国军队撤走，塔利班就没有理由继续发动战争了。

曾在阿富汗法希姆元帅国防大学担任教授的贾法尔·
加尔德齐告诉新华社记者，美国利用反恐战争作为驻军的
借口，但美国实际上只关注自己的在该地区的利益，并不关
注阿富汗人的苦难。

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晚说，由于塔利班在喀布尔制造
袭击，造成包括 1 名美军士兵在内的 12 人死亡，因此取消
原定于当晚举行的与塔利班领导人的会晤，并取消与塔利
班之间的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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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 9 月 11 日电(记者梁希之)英国苏格兰
高等民事法院 11 日裁定，英国首相约翰逊实施议会休会的
举措违法。政府表示将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此前，由英国议会下院 70 多名议员组成的团体向苏格
兰高等民事法院起诉，要求法院裁定约翰逊“关闭议会”违
法。这一起诉在 8月 30 日被法院驳回，理由是首相请求女王
批准议会休会的决定是政治决策，不应该由法院做出裁决。

议员团体 9月初又向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提出上诉，
法院复审部三位法官 11 日裁定，首相请求女王批准英国议
会自 9 日至 12 日之间择期休会至 10月 14 日的做法违法。

法院公布的判决摘要指出，约翰逊要求议会休会有两
个主要目的，一是阻止或阻碍议会让行政部门履责和对英
国“脱欧”进行立法，二是允许行政部门在没有议会干预的
情况下采取“无协议脱欧”政策。法院因此裁定要求议会休
会这一做法违法并且无效。

英国高等法院 6 日曾驳回由反对“脱欧”的英国民间运
动人士吉娜·米勒提出的反对暂停议会的请求，裁定约翰逊
要求议会休会不违法。原告后来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英国苏格兰法院裁定

首相“关闭议会”违法

2018 年 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任命约
翰·博尔顿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消息一
出，质疑者纷纷给博尔顿贴上标签：“极端的好
战分子”“鹰派中的鹰派”“战争狂人”……华盛
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葛来仪甚
至警告，“大家要系好安全带”。

一年半后的 9月 10 日，当特朗普在推特上
宣布博尔顿走人的消息后，连华府周围人似乎
都如释重负。极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
罗表示，随着博尔顿走人，“世界范围发生战争
(的可能性)都呈指数级下降”。

据美国媒体报道，博尔顿在阿富汗、朝鲜半
岛、伊朗核问题等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与特朗普
不断发生龃龉，是其突遭免职的导火索。

从“这就是我想要的人”到“强

烈不赞同他的意见”

在任命博尔顿时，特朗普宣称“这就是我想
要的人”。而在宣布炒掉博尔顿的推特文中，特
朗普的不满溢于言表，“白宫再也不需要他的服
务”“我强烈不赞同他的许多建议”。

就在解雇博尔顿前几天，特朗普戏剧性地
宣布中止与塔利班已持续近一年的和谈。美国
媒体透露，此事缘于特朗普政府内部分歧严重，
而博尔顿在阿富汗问题上扮演了搅局者的角
色。《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说，过去一周，博
尔顿竭力反对美国与塔利班及阿富汗政府缔结
和平协议，甚至搅黄了特朗普原定在戴维营举
行的秘密会谈，让寻求阿富汗撤军“外交战果”
的特朗普十分沮丧。

博尔顿的搅局远不限于阿富汗事务。过去

数月，博尔顿与特朗普在伊朗、朝鲜、委内瑞
拉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博尔顿鼓吹对伊朗、委
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主张对朝鲜保持强硬
姿态；而特朗普不想违背竞选承诺，不希望美
国进一步卷入海外战事。此外，特朗普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会晤，近日还提出愿
意无条件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这些姿态
均与博尔顿的建议相左。

《纽约时报》今年 5月报道说，特朗普曾在
私下说幸亏自己约束了博尔顿，不然美国可能
陷入更多战争。博尔顿被炒后，白宫发言人承
认，总统与博尔顿在很多问题上“不合拍”。

被指与博尔顿“宫斗”的蓬佩奥在 10 日下
午的记者会上坦言，两人在很多问题上观点
不同。在白宫团队中，蓬佩奥以“唯特朗普马首

是瞻”著称，与博尔顿的桀骜不驯对比鲜明。

我行我素的“战争鹰派”

博尔顿出生于 1948 年，曾就读于耶鲁大
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越战期间他曾想方设
法躲避入伍。他辩解说，战争败局已定，自己
“不想死在东南亚的稻田里”。

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博尔顿在国
务院、司法部等处担任高级职位。小布什执政
时，他曾任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
国务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博尔顿因立场
强硬多次引发外交风波。在《经济学人》杂志
看来，博尔顿是“美国送到联合国最富争议的
大使”。

博尔顿不担任公职后，经常参加新保守
主义论坛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保守电视
节目出任时事评论员。他曾撰文批评奥巴马
政府在外交上“没有骨气”，并对奥巴马政府
签署伊核协议、恢复与古巴外交关系等做法
持绝对否定态度。2015 年，博尔顿在《纽约
时报》撰文鼓吹对伊朗动武。他还多次呼吁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被美国媒体称为“战争
鹰派”。

博尔顿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
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伊核协议、《中导条
约》等国际协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
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在“单边主义”的偏
道上越走越远。

博尔顿任内还在涉华议题上多次发表不
负责任、捕风捉影、颠倒是非的言论，屡遭我

外交部发言人严词驳斥。

“高危”职位的又一牺牲品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国
防部长并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三驾马车”。与
后两者的提名需要国会批准不同，这一人选
由总统本人直接任命，因此，从美国政治传统
看，这一职位对总统和美国国安政策影响力
更大。

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要职走马灯般
换人已不是新鲜事。尽管如此，作为特朗普
任命的第三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
尔顿被炒让外界再次意识到这一职位的
“高危性”。

特朗普的第一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弗林 2017 年 2月因牵涉“通俄门”辞职。陆军
中将麦克马斯特接任后，一度被视为白宫团
队中的“理性派”和“安全阀”，但也因与特朗
普“不合拍”而在一年后离职。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高级主任卡齐
亚尼斯认为，特朗普心目中的博尔顿继任
者应是一位不寻求颠覆伊朗政权、愿减少
美国在中东驻军、支持与朝鲜对话的人。换
句话说，就是与现阶段特朗普外交目标一
致的人。

至于博尔顿，特朗普大概需要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反目为仇”。毕竟，博尔顿有过先
例，当年他离开小布什政府后，曾出书对赏识
提拔他的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大加鞭挞。

(参与记者：刘晨、刘阳、刘品然、冯武勇)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0 日电

特朗普“炒掉”“战争狂人”博尔顿

▲这张 2018 年 7 月 12 日拍摄的资料照
片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左）和时任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在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

新华社记者叶平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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