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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第 6 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 （FEALAC） 外长会议

日前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印尼总统苏西洛主持了开幕式

并发表演讲。来自亚洲和拉美 36 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出席

本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东亚与拉美两个地区在贸易、投

资、旅游、生物多样性研究、食品生产与加工、工业制

造等领域加强合作事宜。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了跨

区域连通的重要性，同时各国承诺在 2013 年-2014 年期

间至少开展 30 个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巴西倡议的中小企

业领域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印尼倡议的科技、青年和能

力建设等领域的 5 个合作项目等。为了促进南南合作，

加强东亚国家与拉美地区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

作，印尼等东亚国家还与乌拉圭、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等国签署了外交和公务护照免签证协议。

成立于 1999 年的 FEALAC 在世界经济动荡的大背景

中走过了14个年头。作为东亚和拉美之间惟一官方多边合

作论坛和正式沟通渠道的FEALAC，在增进友谊、促进发

展等广泛领域，为亚洲和拉美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东亚与拉美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上升势头

迅猛，不少国家 GDP 的年增长率高达６％，两个地区的

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占全球的２４％，双边贸易总额占全

球贸易总额的３０％。印尼贸易部资料显示，2012 年，

印尼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升至 83 亿美元，与东亚国家

高达 2370亿美元。

在发达经济体发展动力不足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

情况下，中国—东盟自贸区、金砖五国、RCEP等南南合

作组织或机制，已经或正在成为稳定经济、促进发展的

新亮点，而FEALAC则是南南合作又一个新的制高点。

东亚与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历史近似，经济基础

相当，虽然以往联系比较薄弱，合作渠道不够畅通，但

合作基础坦诚坚实，合作领域广泛互利，尤其是“相互

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合作原则以及“平等参

与、协商一致、循序渐进、求同存异”等非约束性和非

机制化特征，为东亚和拉美地区国家的各界人士提供一

个可以广泛交换意见、共同探讨克服困难、发展互惠互

利经贸合作关系的对话平台。同时，这两个区域也将通

过增进了解、促进合作而密切东亚和拉美国家之间的联

系，增强东亚和拉美整体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以及区

域合作的竞争能力。

作为南南合作新的制高点，FEALAC 的运行正在逐

步走向制度化，工作重心已从务虚转为务实。我们有理

由相信，FEALAC 将与其他南南合作机制一起，借经济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东风，在重树全球经济新秩

序的过程中，坚持平等团结、互利共赢，为发展中国家

争取更多的发展话语权，为亚洲及拉美地区人民争取更

多的经济福祉。

环球联盟伙伴举行投资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李春霞、实习生徐俐君报道：由环球联盟

伙伴（GAP）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主办的跨国
投资并购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近百位中国企业代表与
国际投资专家出席了会议。

据悉，GAP 是一家国际性金融服务公司，在 24 个国家
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会上，GAP 带来的投资项目涵盖消
费品、食品及餐厅、清洁技术、木制品、线上娱乐等众多项
目。GAP 执行董事、华富金融集团主席包利华表示，当前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趋势愈加明显，GAP 愿意为更多的中
国企业提供“一站式”境外投资服务。

2270亿美元

沙特商业公司资产创新高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沙特商工总会最新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初，在沙特开展经营的商业公司
数量达到21130家，资产总计达到创纪录的2270亿美元。其
中，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占比74.3%和24.2%。

数据显示，沙特境内登记注册的商业公司数量累计将近
86.8万家，其中首都所在地利雅得地区占比30.8%；随后依次
是麦加地区和东部省，占比分别为24.4%和17.2%；麦地那和
卡西姆地区的公司数量在总数中占比分别为5.6%和5.5%。

0.1%

美国制造业生产5月份环比上升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包括工厂、矿业和公共事业企业产出在内的美国工业
生产 5月份环比持平，表现不及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5 月份美国制造业生产环比上升 0.1%，为过
去三个月里的首次上升；采矿业生产环比上升 0.7%；受天
气影响比较明显的公共事业生产环比下降 1.8%。

报告还显示，当月美国工业总设备开工率为 77.6%，比
前一个月经修正后的数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
1972 年至 2012 年间美国工业整体设备开工率 80.2%的平
均值。

本报讯 记者杨海泉报道：由非洲发
展银行、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三方不
久前共同发布的《非洲 2013 竞争力报告》
强调，推进更为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对提高
非洲国家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

该报告称，尽管非洲许多国家过去
10 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幅度增
长，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贸易中所
占份额依然较低，其竞争力仍落后于世界
其他新兴地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宏观
经济政策、教育及新技术采纳等方面，这
进一步削弱了非洲的竞争力。推进和加深

区域一体化是提升非洲长期竞争力的关
键所在，此举将有助于非洲国家经济基础
的多样化，并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该报
告特别指出，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基础设
施不完善现状，日益成为其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一大制约因素。相反，建设充足完善
的基础设施将会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制造
业的生产率和服务业的工作效率，改进医
疗保健及教育事业，并实现国民财富的合
理分配。

就非洲区域一体化及长期竞争力问
题，国际经济组织的专家学者在本届世界

经济论坛非洲会议上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和
看法。世界银行非洲部主任塔塔说，过去
10 年非洲经济一直享受着 5%年平均增长
率所带来的经济成果，但要想把这种经济
成果转变为可持续增长和共享繁荣，非洲
国家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携手合作，共
同努力将非洲大陆市场连接起来，推进并
加深区域一体化，大力推行旨在增强国家
竞争力的各项改革。

非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恩库贝指
出，高速和可持续增长通常发生在拥有良
好基础设施的环境中，非洲国家规划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须与必要的法律法规框架相
配套，并应考虑增加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的参与度，创造一个公私合作共
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兰克表示，
如果把非洲的经济增长放在更为宽广的国
际环境中来看，这种经济增长难以掩盖非
洲国家潜在的长期竞争性不强的弱点，通
过推进区域一体化从而在更广范围内分享
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则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这应当是非洲国家领导人践行其
经济发展承诺时的最优先考虑。

国际经济组织呼吁

非洲应推进更为紧密的区域一体化

本报北京 6 月 17 日讯 记者王信川

报道：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今天发
布 《2012 年 全 球 商 业 银 行 信 用 风 险 报
告》 指出，在全球量化宽松背景下，全球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同时

地区差异性愈发明显。
报告认为，造成全球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高企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在全球各主要
央行试图通过印钞方式解决债务危机未果
和行业监管趋严的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商

业银行的偿债环境出现明显恶化趋势，商
业银行的运营与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主
旨进一步脱节。二是过度的虚拟金融活
动，对银行业的核心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
形成巨大的负面冲击，导致其偿债来源稳

定性大幅下降，推高了银行业的整体信用
风险水平。三是各地区之间银行业信用风
险的差异性愈发显著，其中欧洲信用风险
态势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依然承受极
大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则较好，中
国银行业出现系统性信用风险的概率极低。

报告指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
信用评级体系，实现全球范围内货币信用
总量的有序管控和信用风险的充分预警，
是改善全球银行业信用风险状况、维护世
界金融和经济稳定的根本对策。

东亚与拉美合作显现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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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发布报告指出——

全球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

泰国正大集团近日表示，将斥资 66 亿美元竞购泰国低

价批发商万客隆，借此拓展亚洲零售市场。 （新华社发）

大韩航空将开通釜山至南京航线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大韩航空日前宣布，将从

7月 12日起开通韩国釜山至南京航线。
该航线空中飞行时间为 2 小时，每周一、三、五、日运行

4 班，使用机型为波音 B737-800。该机型为大韩航空定制
机型，充分体现以乘客感受为出发点的经营理念。机内乘
客座席只有 138 个，座席的减少带来了更大的座椅宽度和
腿部空间，随身物品收纳空间更多。飞机的所有座席都装
配了视频音频点播系统（AVOD），使乘客在整个飞行过程
中将更加愉快和充实。

本报讯 记者黄炎光报道：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发表联
合报告指出：未来 10 年，世界粮食增长速
度缓慢，估计年均增长 1.5%，与 2003 年至
2012年同期相比，减少 0.6%。

报告称，受资源严重萎缩和环境巨大
压力影响，世界农业可增加面积减少，农业
生产成本增加是世界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缓
慢的主要原因。

报告称，2013 年至 2022 年期间，受农
业生产增速缓慢和碳排放等环境的共同影
响，蔬菜类和肉类农产品价格将高于历史
同期平均水平。国际市场农产品今后将逐
渐由国际市场决定。新的农业格局将给发
展中国家带来重大投资和经济利益。国际
市场农产品价格波动将继续对世界粮食安
全构成威胁。此外，像 2012 年那样大面积
的干旱仍会时常发生。因此，世界粮食价
格将有可能提高 15%至 40%。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威 胁 依 然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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