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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节能环保纸机投入运营

本版编辑 梁图强 李红光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福伊特集团日前宣布，
为永丰余造纸（扬州）有限公司量身定制的“3 号纸
机”正式投产。

福伊特造纸亚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刘明明介
绍，永丰余 3 号是国内首台可使用 100%“国内回收
废纸”作为生产原料的纸机。与传统纸机相比，每
生产一吨纸可节约 20%的用电量，并减少 12%的用
水量。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表示

法中合作将向纵深发展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闫海防报道：日本财务省 27
日 公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13 年 日 本 贸 易 出 现
11.4745 万亿日元逆差 （约合 112.15 亿美元），创
1979年有统计比较以来历史新高。

这也是日本连续第 3 年出现巨额贸易赤字。数据
显示，2013 年全年日本出口额为 69.7877 万亿日元，
比前一年增加 9.5%。2013 年日本进口额增加 15%，
达 81.2622 万 亿 日 元 ， 创 有 统 计 比 较 以 来 历 史 新
高。其中，原油进口额增加 16.3%、液化天然气进
口额增加 17.5%。

日本 2013 年贸易赤字创新高日本 2013 年贸易赤字创新高

1 月 25 日，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名华裔女青

年拍照留念。旧金山当天举办花市，吸引大批市民、

游客观赏和选购，迎接中国农历新年。 新华社发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近日，马来西亚政
府再次开展打击非法外国劳工行动，并强制获取他们
的指纹，以永久禁止这些人进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此次采取的“取缔非法外劳联合行
动”同时在全国 107 个外劳聚集区展开，在对 6149 名
外国劳工进行甄别以后，确认并依法处置了 1565 名没
有合法身份的外国劳工。马来西亚政府希望在七天之
内遣返所有遭到逮捕的非法外国劳工，相关费用则由
被捕者的雇主、公司或者其来源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负担。

马来西亚取缔非法外国劳工

新年以来，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争端和

制裁接二连三，让人错愕全球正刮起一阵贸易保

护主义的“逆风”。

15日，美国会众院通过的《2014财年综合拨款

法案》中包含限制美部分政府机构采购中国的信

息技术产品等内容。17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宣布，对中兴、三星等在美销售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发起“337调查”。23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光伏产

品发起双反调查。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举动也呈增长趋势。新年以

来，印度、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也都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许多国家不同出口商品或发起反倾销调查，

或征收反倾销税。

毋庸讳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目的都是要保护本国工业生

产，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在以往的历次全球性经

济衰退或危机中不乏先例，是一种传统老办法。

但是，如今在经济深度全球化的时代，若继续沿用

传统老办法，不仅伤人也会害己。因为，在当今世

界市场上，一件商品从生产制造到运输零售是在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上完成的，已经不是以往条块

分割式的分工，而是跨越多国，多方合作式的产业

分工，在这一过程中，各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

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往来方式及由此形

成的规则，不可能将其中的任何一方拒之门外，否

则自己也将蒙受巨大损失。

显然，贸易保护主义是走不通的歧途，只有互

利共赢才是正道。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拉米

更是直陈，在当今这个产业链已经全球化的世界

里，贸易保护主义再也起不了保护作用。相反，应

当优化进口，才能提高出口能力。

世界银行日前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将逐步走

强，增长有望达 3.2%。而良好的贸易环境和贸易

秩序是全球经济改善的重要支点。全球范围内的

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必将使世界贸易形势变得严

峻，进而威胁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贸易保护“逆风”又起
周 剑

韩国汽车在汇率泥沼中行进

从 2012 年 下 半 年 开 始 ，韩 元 对 世 界 主 要 货 币 持
续 快速升值，至今未出现见顶迹象。特别是韩元对日元
汇率，由于安倍政府执政后强硬推行货币宽松政策，使得
日元大幅贬值，今年初 100日元对韩元汇率甚至一度报收
在 1000 韩元以下，目前仍紧贴 1000 韩元线上方徘徊。
在韩元强势、日元贬值这一汇率形势下，韩国汽车业成为
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不仅在海外市场价格竞争力下
降，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也在不断萎缩，艰难行进在汇率波
动的泥沼之中。

在韩国汽车行业中市场份额占比最大的现代汽车和
起亚汽车，去年销售总量为 754.85 万辆，其中海外市场销
售量达到 644.96 万辆，占总销售量的 85.4%，可以说海外
市场的业绩好坏决定现代汽车、起亚汽车的存亡。目前，
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在国际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正是丰
田、日产和本田等日本汽车企业，一旦日本企业利用日元
贬值带来的降价空间大打价格战，韩国汽车等于被强制

“拉上手刹”。现代汽车产业研究所去年发布的“日元贬值
长期化与汽车产业动向”研究报告分析认为，韩元对日元
每升值 10%，韩国汽车企业的出口额将下降 12%。

今年，现代汽车、起亚汽车提出的总销售目标为 786
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仅 4.2%，这是自 2003 年（3.5%）以
来最低的增长目标，可见在汇率波动的冲击下，韩国汽车
减速已在所难免。另外，韩国另两个汽车企业——韩国通
用和雷诺三星由于计划对全球生产基地实施结构调整，预
计国内出口量将分别下滑 2.5%和 15.1%。韩国通用已决
定在两年内从欧洲撤出雪佛兰品牌，因此该企业今明两年

出口额的降幅预计超过 20%。
据统计，去年韩国汽车市场中进口车的占有率已突破

12%，仅去年前 11 月的销售额就比 2012 年增长 20%。进
口车销售量暴增的主要原因正是韩元的大幅升值，在韩国
人眼中购买进口车似乎较过去更为划算。据韩国进口汽
车协会预测，今年进口车的销售量较去年还将增长 10%
以上。

在去年韩国市场销售的进口车中，10 辆中有 6 辆是
低油耗柴油车，另外丰田普锐斯等混合动力车型也非常受
欢迎，这使得开发同类车型但技术相对薄弱的现代、起亚
受冲击最大。现代汽车去年国内销售量为 64 万余辆，起
亚汽车为 45.8 万辆，两者相加占到了韩国汽车企业国内
总销量的 80%，但较 2012 年销售量分别减少 4%和 5%。
现代和起亚汽车没有一款车型出现在销售量超过 10 万辆
的畅销车型之中。

分析认为，在日元贬值长期化和日本汽车企业销售攻
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现代和起亚如果不能守住国内市
场，将很难实现今年制定的销售目标。现代和起亚为此也
提出了将加强柴油车和混合动力车型销售，强化对抗进口
车型能力的战略。

现代汽车有关人士表示，为应对日本企业的低价攻
势，现代和起亚汽车将着力加大市场营销投入，不断提高
汽车品质和品牌竞争力。但技术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的提
升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种应对策略透出的是更多无
奈。现代和起亚能否带领韩国汽车业平稳驶过泥沼区，仍
有待观察。

第 29 届温哥华摩托车展日前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阿伯茨福德地区举行，超过 150 家厂商参展。图为市民在摩托

车展上观赏摩托车。 新华社发
第 29 届温哥华摩托车展日前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阿伯茨福德地区举行，超过 150 家厂商参展。图为市民在摩托

车展上观赏摩托车。 新华社发

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前夕，家乐福公司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普拉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畅谈了家乐福在中
国的发展历程，对中法友好合作的广阔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中法两国都将举办一系列的建交庆祝活动，家
乐福公司也将积极参与，为深化两国经贸合作贡献力
量。普拉萨说，家乐福致力于长期在华投资与发展。因
此，家乐福要努力担负起作为优秀企业公民的社会责
任。这不仅仅是体现在本土化和业务扩张上。未来 3年，
家乐福计划进入 30 个新的城市，在中国的门店总数超过
100个。正是在这种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愈
发重要。普拉萨表示，要重点督促完成两件事：一是为消
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二是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
会。他认为做好这两件事就是当前家乐福应当努力完成
的社会责任。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家乐福中国公司也在不断创新

经营模式。比如“农超对接”，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收
入，更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好、价格优的农产品。家
乐福于 2007 年开始“农超对接”项目，目前已经与 552 家
农民合作社合作，有 122.5 万农民从中直接受益，累计采
购量达 42.8 万吨，采购金额达 19.3 亿元人民币。其中，
2013 年家乐福通过“农超对接”直采农产品 9.4 万吨，同
比增长 8%；采购金额 4.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

在理顺供应链的同时，家乐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
食品安全实验室。截至 2013 年，家乐福在北京、上海、重
庆和沈阳建立了 4个“一级食品安全检测室”，配备了气相
色谱仪、液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精密仪器，每天
可对食品进行兽药残留、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等 65项检
测。此外，45 个“快速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可对食品的
11项参数进行快速检测。

2012 年家乐福开始推行“二维码”系统，加强农产品

的安全控制和可追溯，顾客可以通过手机来扫描产品的
二维码，从而获得供货的农民合作社名称和资质、原产
地、采摘日期等产品的相关信息。

普拉萨还特别提醒记者注意，家乐福已经从去年开
始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标有“法国之光”的系列传统法国美
食。他说这是一个创新，他本人也非常高兴中国普通消
费者能有机会享受地道的法国特产。比如，诺曼底的苹
果酒、波尔多的葡萄酒、普罗旺斯的橄榄等法国特产都将
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普拉萨介绍说，在法国，上述原
产地传统食品企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有的还是家庭手
工作坊，尽管有些产品的生产量并不大，但我们还是要采
购它，为的是让传统产品传承下去。直接向生产企业或
农户采购，减少了流通成本，使双方都受益。

“让消费者满意，就是我们的最大社会责任。”普拉萨
在采访结束时再次强调说。

对中法合作未来充满期待
——访家乐福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普拉萨

□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本报北京 1 月 27 日讯 记者李芳原报道：27 日，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巴尔托洛内在法国驻华使馆举行
的中法建交 50 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中两国将
会在更广阔的领域有更深远的交流，双方合作将加
快向纵深发展。

巴尔托洛内说，法中两国举行建交 50周年系列庆
祝活动，不仅为了纪念历史，更是为了以此为基础共同
探讨未来、建设未来。50 年来，法中两国保持着紧密
的友好关系，这是因为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彼此扮演
的重要历史角色，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思考、
相互理解、相互交流。

巴尔托洛内表示，法中两国在核能、航空航天、可
持续发展、农业、环保、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是互利
共赢的。他表示，近期的一些新合作证明了法中两国
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比如，为促进人员往来，法国将
中国公民赴法签证办理时间缩短至 48 小时，方便中国
留学生、商业人士等获得签证。在投资环境方面，法国
实行大规模的行政手续简化政策，吸引中国创业者到
法国投资、落户。另外，越来越多的法国中小企业也逐
渐到中国开拓业务。

欧盟对外经常项目顺差下降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

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去年第三季度对外经
常项目顺差为 314 亿欧元（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
1%），低于去年第二季度 463 亿欧元的对外经常项
目顺差，也低于前年同期 333 亿欧元的对外经常项
目顺差。

欧盟对外商品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对外服务账户
顺差略有回升。统计数字显示，去年第三季度，欧盟的
对外商品贸易顺差为 1 亿欧元，远远低于上个季度 97
亿欧元的对外商品贸易顺差；欧盟对外服务账户顺差
为 408 亿欧元，略高于上个季度的 397 亿欧元的对外
服务账户顺差；欧盟对外收入账户顺差为 94 亿欧元，
明显低于上个季度的 164 亿欧元的对外收入账户顺
差；欧盟对外转移账户逆差为 194 亿欧元，略高于上个
季度 189亿欧元的对外转移账户逆差。

统计数据表明，去年第三季度，欧盟对外经常项目
顺差最大的前 3个国家分别是美国（328亿欧元）、瑞士

（133 亿欧元）、巴西（88 亿欧元），欧盟对外经常项目逆
差最大的前 3个国家分别是中国（257亿欧元）、俄罗斯

（110亿欧元）和日本（25亿欧元）。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欧盟享有最多对外

经常项目顺差的前 4 个成员国分别为德国（444 亿欧
元）、荷兰（143亿欧元）、瑞典（62亿欧元）和意大利（55
亿欧元），欧盟持有最多对外经常项目逆差的前 2 个成
员国分别为英国（315亿欧元）和法国（93亿欧元）。

世界经济论坛

修改全球成长型公司标准
本报日内瓦 1 月 27 日电 记者陈建报道：世界经

济论坛 27 日宣布，将按照全新流程评选“全球成长型
公司”社区成员。根据最新评选流程，为鼓励公众更加
广泛地参与，提名权将拓展至公众、论坛会员、论坛合
作伙伴,以及学术领袖等，从而共同评选富有创新力的
快速增长型企业。全球成长型公司的年度评选结果通
常于每年 9月份在中国举行的新领军者年会上公布。

所谓全球成长型公司，是指有能力促进积极变革，
并有潜力成为一流跨国公司的中小企业。其评估和甄
选标准主要包括：成长性，即企业在过去 3 至 5 年中，
业务增长率持续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企业公民责任，即
企业致力于对社会和企业运营所在地区产生积极影
响；领导团队，即企业高管团队拥有非常优秀的业绩和
远见卓识的领导力；影响力，即企业在所处行业、国家
或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商业、
媒体和学术领袖组成的区域评选委员会将对提名工作
进行监督。

经过这次调整，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的评选标准
将与世界经济论坛其他“新领军者”社区（如全球杰出
青年、全球青年领袖和技术先锋等）的评选标准保持一
致。按照新流程评选出来的首批 150 家全球成长型公
司将于今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在中国天津举行的新领
军者年会上公布。目前，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拥有
370 家会员企业，世界经济论坛计划在 2016 年之前将
社区规模扩大至 500家企业。

□ 本报记者 翁东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