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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新加坡本土超市 天天低价惠平民
□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陶 杰

在人们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超市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所需所用，大多从超市购买，超市已成为都
市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今天的中国，提起沃尔玛、家乐福等
海外连锁超市，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与此同时，国内品牌的超市似乎很难和其
相争，只能依靠庞大的市场勉强分得一杯
羹。但在新加坡情况却恰恰相反，曾经热
闹非凡的家乐福两家门店在经过十几年的
惨淡经营后，已经败走狮城，而新加坡的本
土超市近年来则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成
长、壮大，遍布全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新
加坡职总平价合作社。

说是合作社，那只是当年成立时候的
名字，经过 40 年的发展，早已经成为新加
坡名副其实的连锁超市，目前归属于新加
坡全国职工总会；说是平价，因为它的社会
使命就是“确保新加坡人能以负担得起的
价格购得优质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这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职总平价合作社成立
40周年时对其提出的要求。

1973 年，新加坡职工总会在政府支持
下成立了经济合作社，当时正值石油危机

和国内通货膨胀，新加坡中低层人民的生
活压力非常大，平价合作社成立的宗旨就
是肩负起平抑物价、保障国人生活的社会
责任。成立之初，平价合作社只有 30 名员
工、年营业额也只有900万新元，经过40年
的发展，目前平价合作社已经成为年营业
额 26 亿新元、盈利 2.34 亿新元的多元化企
业，遍布新加坡全岛的属下超市、霸级超市
和便利店已经超过了 270 家，会员大约 65
万人，每天平均上门的顾客多达50万人次。

新加坡职总平价合作社自 1985 年起
推出平价自家品牌，大约有2000多种产品
的价格比一般品牌便宜15%至20%。为了确
保平价实至名归，该合作社1994年起划定了
500种日常生活必需品，实行“天天低价”。

随着新加坡当地国民生活水平与消费

需求的不断提高，职总平价超市日趋多元
化，除了一般超市以外，自 2006 年起开始
兴建平价霸级超市，2007 年起兴建平价精
品超市，其中有 47 家超市 24 小时营业，被
称为“不关门的超市”。尽管这些超市推出
了许多高档产品，但仍不忘其平价宗旨，继
续提供“天天低价”等一般项目，以求为大
众服务。

职总平价如今已是新加坡著名的商业
品牌，也是新加坡物价的晴雨表，自 1973
年成立以来，一直扮演着稳定新加坡基本
生活用品价格的角色。在 1997 年金融风
暴、2003 年非典以及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期间，职总平价确保了当地米、蛋、菜等
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充足供应，同时通过“天
天低价”的特价品、自家品牌折扣、乐龄折

扣等方式，稳定新加坡民众的生活费用，平
抑物价。在 2008年新加坡白米短缺期间，
职总平价以“第一个降价，最后一个涨价”
为服务目标，有效地防止了市场上的囤积
居奇，从而稳定了民众生活，稳定了社会。
为了能够确保以最好的价格向当地民众提
供安全和高质量的食品，职总平价不断地
扩大进口食品的来源地，目前和 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签订了进口食品协议。

尽管职总平价称为合作社，但它仍需
与其他超市业主竞标超市经营地点。与此
同时还要肩负社会责任，特别是近几年受
到全球经济疲弱的影响，面对物价高涨、外
来人力紧缩、人力成本上涨等诸多困难，平
价合作社如何继续维持平价的商业模式，
仍然坚持一贯稳价惠民的社会责任，这确
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庆祝职总平价合
作社成立 40 周年晚宴上高度评价职总平
价是“用心为民服务”，并要求职总平价任
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使命，必须
继续适应商业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以“确保
新加坡人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得优质食
品和基本生活用品”。

随着第五次金砖国家峰会和第 23 届
世界经 济 论 坛 非 洲 会 议 在 南 非 成 功 举
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等国际组织均看好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
发展前景。

IMF 非洲部主任萨耶赫 5 月中旬对媒
体表示，IMF 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2013 年和 2014 年经
济增长率分别为 5.4%和 5.7%，该地区将
跻身于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行列，仅次
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萨耶赫解释称，IMF
发布的最新数据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2014 年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 6.1%调低为
5.7%，系考虑了南苏丹经济不稳等负面
因素，但这一调整并不影响 IMF 对该地
区经济前景的总体乐观预测。该组织今年
4 月发表预测，撒哈拉以南非洲即将迎来
经济增长浪潮，该地区经济增长率远高于

4%的全球平均水平。IMF 在其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中称，科特迪瓦、莫桑比克两国
凭借自然资源优势，明年将以 8%的增长
率引领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尼日利
亚作为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2014 年
经济增长率预计达 7%，经济总量直逼非
洲最大经济体南非；南非则从去年矿工
罢工事件中逐渐恢复，经济增长将会加
速至 3%。此外，2014 年，撒哈拉以南
非洲一些低收入国家，其经济也会有较
好表现。

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首份有关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研究报告称，该地区
过去 10 年的经济增速仅次于亚洲,位居世
界经济增长第二快区域，而且将继续保持
这一趋势。研究报告指出，撒哈拉以南非
洲过去 10 年的经济业绩得益于政治民主
化进程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大量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入该地区的外国
直接投资起初集中于石油、天然气、采矿
和化工等领域，但最近几年已向电信业和
零售业大量转移。在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
长的同时，该地区间接投资活动也日趋活
跃，证券市场出现繁荣景象，外国投资者
开始进入南非等国的公债和股票市场。针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今后面临的主要挑
战，该协会非洲中东部主任阿拜德认为，
该地区经济前景取决于各国能否保持经济
多样性和进一步减少对原材料出口的依
赖，同时，各国要努力保持政治稳定，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地 区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在
2013 年 、 2014 年 和 2015 年 将 分 别 为
4.9%、5.1%、5.2%，超过世界经济平均
增长率；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去年为 377

亿美元，今后 3 年将继续增长，2015 年
预计达到 540 亿美元。该报告称，经过
10 年的强劲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解
决贫困方面成绩突出，根据初步资料显
示，1996 年至 2010 年，非洲大陆每天低
于 1.25 美 元 生 活 水 平 的 人 口 百 分 比 从
58%降至 48.5%。该报告还预测，在 2020
年前，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将会产生巨大
的经济动力，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搭上以矿产资源为主要
动力的经济快车。尽管如此，世界银行的
经济学家也发出警告称，非洲许多国家的
高度不平等，以及对采矿业和矿产品出口
的过度依赖等不利因素，削弱了这些国家
减少贫困的努力，并建议非洲国家应更好
地管理其矿产资源，大力发展农业，谨慎
处理城镇化问题，巩固脱贫成果，加强公
路、铁路及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韩文《中国》杂志创刊五周年韩文《中国》杂志创刊五周年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由中国人民画报社和韩

国亚洲经济新闻社共同发行的韩文月刊杂志《中国》日前在
首尔举办了创刊五周年纪念会。

韩文《中国》杂志于 2008 年 4 月正式创刊。5 年来，该
刊以丰富的内容、独特的视角和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热点问题的深度分析，向韩国语读者介绍当代中国的发展、
变化，使韩国民众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空客播映未来构想微电影
本报讯 记者梁图强报道:在“六一”儿童节前夕，空中

客车公司举行《空中客车的未来构想》微电影中国首映仪
式。来自北京市的小航空迷们参加了首映仪式。

《空中客车的未来构想》描述的是空客专家所构想的未来
航空业的发展前景和方向。专家预见，未来的飞机将更加省
油，现有的燃油将被更加清洁环保的生物燃油所替代；客舱材
料将不再使用金属和塑料，而是采用可回收的植物纤维，客舱
材料还可具有自动清洁和自我修复功能；客舱布局可以根据
乘客的需要随意构型成办公室、卧室或任何想要的格局。

欧莱雅举办义卖资助贫困生
本报讯 记者陈颐、实习生徐俐君报道：欧莱雅“真情

互动”校园义卖助学公益活动日前走入中央民族大学。今
年校园义卖助学活动将在 10 所知名学府用义卖所筹款项，
帮助家庭困难大学生,优先帮助受四川雅安地震影响的大
学生。欧莱雅（中国）副总裁兰珍珍介绍，今年部分义卖所
得款项将专门用以支持大学生社团在校内外开展帮助他
人、推动教育、普及科学和倡导环保等社会实践项目。据
悉，截至去年底，欧莱雅“真情互动”校园义卖助学活动累计
捐赠金额达 1000万元，资助了近 2600名贫困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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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央行下调基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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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央行下调基准利率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电 匈牙利中央银行 28日宣布，将

基准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至 4.5%。这是匈牙利央行自去年 8
月以来连续第10次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同时也使匈
牙利央行基准利率再创历史新低。

匈牙利央行货币委员会当天发表的声明说，过去一个月
的经济数据表明，需求疲软对通货紧缩产生的影响非常明显，
因此企业生产成本的上涨在价格上只能得到有限的体现。

34.79亿桶

阿美石油去年产量创新高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近日发表的官方声明显示，2012 年该公司的石油产量从
2011 年的 33.1 亿桶增加到 34.79 亿桶，占世界原油总产量
的八分之一，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出口原油总
量从 2011 年的 24.21 亿桶增长到 25.21 亿桶，其中 53.2%面
向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市场。

在天然气产量方面，2012 年阿美石油公司生产原生气
体 3.924 万亿立方英尺，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8.3%，也是有
史以来年产量最高的一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是世界第六
大石油炼制商。目前，阿美石油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在全世
界范围内拥有或参与投资的炼化产能总计 450万桶/天。

131亿美元

沙特一季度工程市场蓬勃发展
131亿美元

沙特一季度工程市场蓬勃发展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2013 年第一季度，

沙特发包工程项目合同额总计 491 亿里亚尔（约合 131 亿
美元），充分显示了该国工程项目市场蓬勃发展的趋势。

在公路、铁路、机场、通讯以及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领
域，沙特一季度发包项目合同额总计 117 亿里亚尔；在医
疗、教育、解决居民住宅房等社会性基础设施领域，发包合
同额总计 280 亿里亚尔；同时，石油、天然气等支柱产业的
发包项目额相对较小，约为 75 亿里亚尔左右。有关分析认
为，随着未来几个月油气行业的大规模项目陆续开始招投
标工作，沙特的工程项目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张。

☞ 肩负平抑物价、保障国人生活的社会责任

☞ 以“第一个降价，最后一个涨价”为目标

☞ 挤走家乐福等国际知名超市，成著名品牌

本报伦敦电 记者王传宝报道：全球
最大的不锈钢企业奥托昆普预计，今年全
球不锈钢消费将同比增长 3%，其中亚太
地区的增长则更为明显，预计将达到 6%。

日前，奥托昆普在伦敦举办了为期两
天的品牌体验活动，共吸引全球客户、合
作伙伴、分析师等逾 700 人参与。活动
上，奥托昆普指出，虽然欧洲不锈钢市场
仍然低迷，但是全球其他地区情况则相对
较好。在中国，伴随城市化脚步的加快，
市政建设所需的各种基础设施也相继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经久耐用的不锈钢在中
国市场的应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从行业来讲，奥托昆普预计今年全球
汽车市场将同比增长 2%，2014 年全球汽
车市场的形势将进一步好转，同比增幅有
望达到 4%。另外，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对
材料的环保性及其他高级性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也使得新能源设备建设、绿
色建筑、清洁家用设备等领域对高性能不
锈钢的需求大增。

目前，奥托昆普旗下逾 1.6 万名员
工，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为客户提供产品
和服务。奥托昆普在中国专注于特种钢
材，特别是不锈钢的生产制造，其应用范
围遍及钢铁、建筑建造、石化能源、项目工
程与加工等领域。2010 年，奥托昆普投
资 2000 万欧元兴建其位于江苏省昆山
市的服务中心，并致力于将其先进的制造
技术、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带入中国市
场。2012 年，该企业成功收购德国第一
大钢铁生产厂家蒂森克虏伯旗下的不锈
钢业务 Inoxum，由于蒂森克虏伯此前与
宝钢组建了上海克虏伯不锈钢公司，因而
此次并购也使奥托昆普在中国市场又迈
出了一大步。

全球不锈钢市场步入复苏期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闫海防报道：由于
日美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大量流动性
进入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这些国
家 的 金 融 市 场 动 荡 ，迫 使 各 国 不 得 不
考虑降息，以缓解国际流动性的冲击。

据日本金融机构调查，近来国际市场
上出现大量资金流入亚洲和新兴市场国
家动向，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国际炒家筹措
日元资金投向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股
市、债市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这些国家市
场的泡沫化倾向。据分析，国际炒家可能
选择弱势国家的市场展开攻击，伺机获
利。另外，日美的量化宽松政策还导致亚
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大幅升值，出口
遭受严重打击。

为了应付国际炒家的攻击和本币升
值压力，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只能选择
下调利率，阻止更多的游资套利和套
汇。今年以来，土耳其、澳大利亚、韩
国已经降低了央行利率，但市场压力并
未降低。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均
面临出口困境，政府当局和市场人士
已经对央行政策表示不满，估计降息
只是时间问题。巴西今年多次下调央
行利率，试图缓解市场压力，但却引
发物价上涨，因此又被迫升息。日本
金融人士认为，今后几个月内，将有
更多的国家选择降息和其他宽松的金
融政策，以应对日美量化宽松政策产
生的副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降息压力增大新兴市场国家降息压力增大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东南端，由两个主要大岛——特

立尼达岛与多巴哥岛及附近的一些小岛组成，首都为西班牙港。全国面积 5128 平方公

里，总人口约 130 万，主要是印度裔人，黑人和混血种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

地区最富裕的国度之一，是加勒比地区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以及最重要的石油

输出国。

图为西班牙港举行的狂欢节上，狂欢者在游行队伍中脚踩高跷。 新华社发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日前,福田汽车沙特
开业典礼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本次开业典礼是福田汽
车品牌全面进入沙特市场的标志。在年内，福田汽车将陆
续在吉达、达曼、卡西姆等沙特主要城市开设展厅及服务
站，投放的产品将涵盖沙特商用车市场的各类需求，其中包
括福田欧马可 TX、欧马可 C 系列轻卡产品，福田戴姆勒欧
曼 GTL、ETX系列牵引车等。

福田公司目前在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及巴林
等海湾国家均设有品牌销售店及服务站。同时，福田公司
在各市场均派驻前端销售和服务人员，逐步形成了区域性
的销售和服务网络，树立了福田汽车在中东地区的品牌。

福田产品全面进入沙特市场

本版编辑 徐惠喜 李春霞 郝 进本版编辑 徐惠喜 李春霞 郝 进

国际组织看好非洲经济增长前景
本报记者 杨海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