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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东盟将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李国章报道：东盟与印度日前宣

布，将于今年 12 月巴厘岛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有
关服务贸易与投资的自由贸易协定，按照计划，该协定将于
2014年 7月生效。

该协定原计划 2009年签署，因部分东盟国家担心冲击
国内就业等因素而多次延期。目前的《东盟—印度货物贸
易协定》已于 2011 年 8 月实施，一旦新的协定签署，将与现
有的货物贸易协定合二为一。除原有的合作领域外，该协
定将为东盟国家和印度的经贸合作开辟新的领域，尤其是
将为信息技术、医疗保健、设计和研究等从业者带来更多的
就业机会。

埃塞俄比亚航空开航中国40年埃塞俄比亚航空开航中国40年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作为非洲发展最快、最盈利

的航空公司，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日前在北京庆祝开航中
国 40 周年。公司首席执行官特沃德表示，中国是埃塞俄
比亚航空公司的重要市场,也是公司航线网络中最重要的
目的地之一。

随着中国和非洲之间贸易、投资及旅游领域的合作不
断加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每周有 28 个航班飞往中
国，将在 2014 年春开通上海航线，并计划开通重庆或成
都航线。

苏格兰在京举行经贸推介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杨海泉报道:苏格兰政府首席部长亚力

克斯·萨蒙德日前率领苏格兰商贸代表团来华开展经贸合
作推介活动。萨蒙德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苏格兰希望通过加深与中国联系，以此促进自身经济可持
续增长。

在此次推介活动上，有7家苏格兰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
签署了涉及软件、设计、建筑及体育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协议。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李国章报道：
在国内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增大以及东
盟区域经济竞争的刺激下，印尼政府日
前 修 订 了 今 年 的 《不 开 放 投 资 项 目
表》，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或放宽了部分
领域或行业。

按照投资项目表，向外国投资开放的
领域或行业包括：机场与港口管理，外国投
资者仅在管理方面拥有 100%的权利，而
机场和港口拥有权仍属印尼港口公司与机
场管理公司；广告领域，外资只能拥有 51%
股权并限于东盟投资者，这个限制与区域
协定有关；货运码头与内河码头，外国投资
者可拥有 49%股权；园艺部门，外国投资股
权为 30%。对外资放宽的其他领域和行业
还有：制药（参股限制从原来的 75%提高到
85%）、旅游（参股限制从原来的 49%提高
到 70%）、金融、机动车测试、电影发行、医
院(仅限于专科医院)与电信（参股限制从
固定通讯 29%、移动通讯 65%统一为 65%，
包括多媒体）等行业。

埃及经常项目赤字减少埃及经常项目赤字减少

印尼扩大外资投资范围

14.3%

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同比增加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财务省 11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9 月份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 5873 亿日元 （约
合 59.32 亿美元） 顺差，同比增加 14.3%，是连续 8 个月
保持顺差。

数据显示，9 月份日本商品贸易出现 8748 亿日元逆
差，但受益于海外投资分红和利息收益扩大，所得收支出
现 1.6279 万亿日元顺差。日本财务省同时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3 财年上半年 （4 月-9 月），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
目出现 3.0548万亿日元顺差，同比增加 10.7%。

本版编辑 毛 铁 李红光 李春霞

204亿欧元

德国9月份外贸盈余破纪录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

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 9 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3.6%，环
比增长 1.7%，出口总额为 947亿欧元；外贸盈余达 204亿欧
元，超过 2008 年 6 月创造的月度外贸盈余最高纪录——
198亿欧元。

欧盟国家对德国产品需求显著提升使得德国当月出口
贸易表现强劲。9 月份，德国向欧盟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
5.4%，其中向欧元区国家出口增长 4.4%，向非欧元区国家
出口增长 7.2%。统计数据还显示，德国 9 月份进口同比下
降 0.3%，环比下降 1.9%，进口总额为 743亿欧元。

3.7%

捷克第三季度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据新华社布拉格电 捷克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统计结果

显示，受国外需求旺盛推动，今年第三季度捷克工业快速恢
复增长。数据显示，在经历前两个季度同比下降后，第三季度
捷克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3.7%。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外
需求旺盛，尤其汽车行业订单增幅较大。

在经历 2012年第四季度的最低点后，捷克工业生产今
年逐渐复苏。增长的引擎主要是汽车业生产的增长，第三季
度同比增长13.4%。

本报开罗电 记者胡英华报道：埃
及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埃及 2012
至 2013 财 年 经 常 项 目 赤 字 为 56 亿 美
元，与上一财年 113 亿美元的赤字额相
比减少 45%。埃及央行表示，经常项目
赤字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埃及在 2012 至
2013 财年实现了出口增长和进口商品减
少，贸易赤字减少 7.6%。

据统计，2012 至 2013 财年埃及贸易
赤字为 315 亿美元，与上一财年相比出口
增加 3.6%达到 260 亿美元，进口减少 3%，

达到 576 亿美元。与此同时，服务业收入的
上升同样也减少了经常项目赤字。2012 至
2013 财年，埃及旅游业收入实现 3.5%的
小幅增长，主要海运和航空公司的收入也
实现了一定增长，这两大因素平衡了苏伊

士运河收入微弱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也
使其服务业收入增长到 67亿美元。

市场人士分析，总体而言，埃及的
国际收支平衡同上一财年相比出现了好
转，特别是来自海湾国家的大量经济援

助，使埃及避免了出现国际收支平衡危
机。但是，外国直接投资额与去年同期
相比减少 25%，仅为 30 亿美元左右，这
是市场对埃及国内局势以及经济复苏缺
乏信心的表现。

□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俄罗斯破液化天然气出口垄断
作为世界主要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

为了消除能源企业在天然气出口方面的竞
争和由此可能导致的天然气出口价格波
动，曾于 2006 年制定并通过了《俄罗斯联
邦天然气出口法》。该法明确授予俄气公
司及其独资子公司出口天然气的专营权，
其他俄能源企业可以在支付佣金的基础上
通过俄气公司及其下属的天然气出口公司
和其他独资子公司出口天然气。

俄罗斯政府希望通过确立统一的天然
气出口渠道以保证天然气出口量和出口效
率，但是随着世界能源市场的变化，俄气公
司的出口垄断地位也日益引起各方不满：
一方面俄气公司与其主要客户——欧盟的
矛盾不断加深，欧盟于 2007年开始讨论制
定《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并于 2009年按
照该方案通过了一揽子新的欧盟能源立
法，2012 年欧盟更是启动了对俄气公司的
反垄断调查。同时，由于世界经济特别是欧
盟经济的低迷导致需求疲软，俄气公司利
润大幅下滑；另一方面，长期居于行业龙头
的俄气公司对于世界天然气市场的发展缺
乏敏感性和前瞻性，对页岩气革命的影响
和液化天然气市场的蓬勃发展估计不足，
并因未能抢占先机而在俄国内饱受批评。

此次，俄罗斯政府通过的《液化天然气
出口自由化法律草案》规定，俄两类能源企
业可获得液化天然气出口权：持有 2013 年
1 月 1 日前颁发的联邦矿产资源开采许可
证，并被允许建立液化天然气工厂，或将开
采出的天然气用于生产液化天然气；国家
控股能源企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国有资本
超过 50%），拥有包括黑海、亚速海在内的
内海、领海、大陆架矿产资源开采权，并将
开采出的天然气或按产品分成协议获得的
天然气进行液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
放宽的出口限制仅限于液化天然气领域，
管道天然气出口仍由俄气公司垄断。

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指出，该法
将于今年年底前在俄国家杜马获得通过，
于 2014 年 1 月起正式实施。他表示，世界
市场特别是亚太地区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

决定了俄罗斯有必要扩大液化天然气出口
主体的范围。俄罗斯能源部预计，在 2030
年前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需求将保持
4%至 5%的年增长率，目前市场需求为 2.4
亿吨，2020 年将达到 3.6 亿吨，2030 年达
到 4.8 亿吨。艾瑞福俄罗斯分公司分析师
指出，在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中俄罗斯所
占份额仅为 4.5%，而亚太地区日本、韩国
以及中国对液化天然气需求的持续快速增
长为俄罗斯提供了机遇，现在的问题是能
否把握好这一机遇。俄罗斯能源部认为，
在有关法律获得通过、必要投资落实到位
的情况下，2020 年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
可达 3500 万吨至 4000 万吨，在世界液化
天然气市场上的份额将提高到 10%，2030
年出口量争取达到 7000 万吨至 8000 万
吨，占世界市场份额将升至 15%。

市场人士认为，俄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
公司以及俄最大的独立天然气生产商诺瓦
泰克公司将成为首批受益者。俄罗斯石油公
司此前已开始着手提高其在天然气领域的
生产能力，目前，俄罗斯石油公司拥有30个
大陆架天然气开采和液化项目，完全符合
获得出口权条件。今年 4 月，俄罗斯石油公
司与埃克森美孚公司宣布计划利用“萨哈
林 1号”项目新建液化天然气工厂，从 2018
年起向亚太市场供应液化天然气产品。诺
瓦泰克公司的代表对俄罗斯政府通过液化
天然气自由化法案表示欢迎，该公司认为此
举是令人期待的标志性事件，将有效提高俄
罗斯在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份额。

打破出口垄断无疑为俄罗斯液化天然
气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应该
看到，目前俄罗斯仅有“萨哈林 2 号”液化
天然气项目在运营生产，其他项目的投产
仍需 5 年甚至更长时间，届时俄罗斯将面
临来自卡塔尔等液化天然气传统出口国以
及美国、加拿大等液化页岩气新兴生产国
更加激烈的竞争压力。在此情况下，打破
垄断、开放竞争是俄罗斯加快调整液化天
然气生产布局，确保在亚太地区能源出口
优势的必然之举。

近日，俄罗斯政府批准了《液化天然气出口自由化法律草

案》，此举标志着俄罗斯市场上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气公

司）垄断的天然气出口专营权终被打破，无疑将对未来天然气行

业的发展及世界天然气市场供应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日前，《中国古代绘画名品 700-1900》特展在伦敦维多

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来自中国的 79 件国宝级名画

在当地引起轰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本报驻伦敦记者 王传宝摄

11 月 8 日，市民和游客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中休闲赏秋。深秋时节，纽约中央公园的树木和植被色彩斑斓，构成了一幅幅

风景优美的画面，仿若秋天里的童话，展现出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和谐之美。 新华社发

奥地利灵活应对严峻就业形势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谢 飞

根据奥地利就业服务局的最新数据，
奥 地 利 目 前 的 失 业 总 人 口 数 达 到 了
36.1056 万人，同比增长 12%，失业总人数
已经连续 27 个月维持上升趋势。奥地利
就业服务局局长科普夫认为，奥地利就业
状况在未来一年内仍很难有大的改观。

科普夫表示，根据目前的预测数据，今
年奥地利经济增长仅为 0.5%，而明年则会
上升至 1.6%。尽管奥地利经济已经处于
缓慢复苏的阶段，但科普夫预计，明年 1 月
份奥地利劳动力市场也将面临很大压力，
失业人口有可能上升至 45万人。

他同时还表示，根据目前的经济数据，

2014 年奥地利的就业形势将会稍好于今
年。2015 年底，奥地利的失业人口总数有
可能出现回落。

科普夫指出，目前奥地利劳动力市
场当中的最大问题来自年龄较大 （50 岁
以上） 的就业者、移民和缺乏专业技术
资质的劳动者。数据显示，在奥地利，
47%的失业人群仅完成了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业。

科普夫同时表示，奥地利的劳动力市
场仍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在解雇保护等政
策方面较其他欧洲国家具有更好的竞争
力。奥地利调节就业的主要原则是尽量

避免长时间失业人群的大批量增加。数
据显示，在奥地利只有 25%的失业人口超
过一年找不到工作，而在德国这一数字高
达 45.5%。用科普夫的表述来形容奥地
利的就业政策就是：宁可让 4 个人失业 3
个月，也不让 1 个人失业一年。这种灵活
的就业政策确保了奥地利劳动力市场上
大量具有高流动性的职业供求职者选择，
从而确保了失业者能够较快的找到适合
自己的工作岗位。

自 2006 年起，奥地利政府就将就业作
为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并在那时开始加
大了对劳动力市场的支持力度。奥地利政

府明年用于促进就业的财政投入将达到
11.2 亿欧元。奥地利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
的投入已经排在了欧盟国家的第四位。科
普夫指出，很多欧洲国家近年来迫于财政
压力，纷纷减少了对促进就业的投入，这是
一个非常危险的决策，将会带来很严重的
后果。

奥地利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促进就业方
面也加强了合作，例如如果企业聘用了一
个长时间失业的求职者，奥地利政府将会
替企业支付一部分雇佣此人的工资。科普
夫表示，虽然这是一笔巨大的投入，但确实
解决了奥地利就业市场上的大问题。

本报伦敦电 记者王传宝报道：英国
废物及资源行动计划组织日前发布研究报
告称，通过多年努力，英国国内食品浪费现
象有所好转，有关减少食品浪费的行动计
划初见成效，目前食品浪费比以往减少
21%，折算下来可为消费者节约大约 130
亿英镑。

据了解，为减少食品浪费，这家组织动
员社会各界参与其计划。近来，在该组织
的推动下，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乐购叫停
了一部分促销活动。环保人士指出，大型
超市经常举行的多买多送优惠活动及其他

促销方案，往往会导致过多地购买食品，从
而造成食品浪费。

不过，该组织还指出，尽管行动计划取
得初步成效，但是英国国内食品浪费现象
仍然触目惊心。调查发现，英国目前每年仍
有约 420 吨可食用食品被扔掉，价值高达

125 亿英镑，这一数字相当于英国每天扔
掉 2400 万片面包、580 万个土豆和 590 万
杯牛奶。另外，英国每年有 8600 只整装鸡
被白白扔到了垃圾袋中。如果按家庭计算，
相当于每个家庭每月损失 60英镑。

调查发现，消费者对食品贮藏要求及

食品标签缺乏了解，对每餐饭量把握不够
准确以及购买过量食品，是造成食品浪费
的最主要原因。报告呼吁由分销商、品牌、
政府及消费者一道采取联合行动，力争到
2025 年将英国被扔掉的食品数量再削减
170万吨。

英国减少食品浪费行动取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