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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快递居亚太物流公司榜首

1.1%

欧盟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1.1%

欧盟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3665.5亿美元

韩 外 汇 储 备 再 创 新 高

本报讯 据 2014 年度“亚太 1000 大品牌”调查
显示，联邦快递连续3年位居亚太区物流公司之首。

联邦快递亚太区总裁简力行表示：“通过专注于
在服务网络中快速、可靠地传递每一件货品，我们已
在亚太区赢得了良好的消费者口碑。能够在业界同
行中位居榜首的确是一个值得所有团队成员为之自
豪的杰出成就。”据悉，联邦快递的速递服务网络已
覆盖了全球 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宝 木）

马来西亚央行

首次提高利率

马来西亚央行

首次提高利率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刘劼） 美国商务部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美国批发库存和批发销
售均环比上涨，但是涨幅较前月有所放缓。

当月美国批发库存总额为 5327 亿美元，比前一
个月修正后的水平上升 0.5%，同比增长 7.9%。前
月环比增速为 1.0%。

当月美国批发销售总额为 4532 亿美元，比前一
个月修正后的水平上升 0.7%，同比增长 6.6%。前
月环比增速为 1.3%。

0.5%

美国批发库存环比上涨

匈牙利斥资扶持生猪屠宰业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匈牙利政府日

前作出决定，将出资14.6亿福林（相当于487万欧元），
扶持建设新的生猪屠宰场。新的生猪屠宰场预计于
2016年底建成，其处理生猪能力每年为100万头，到
2020年生猪屠宰量将从目前的300万头增加一倍达到
600万头，并创造两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发展猪肉制品行业对于匈牙利建立食品工业出
口基地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匈牙利猪肉产量在减少，行
业竞争力下降。匈政府这项决定将有助于提升整个匈
牙利猪肉食品行业的竞争力。

西非国家加快货币一体化进程

联合国发布最新报告预计

世界城镇人口2050年将达64亿
本报联合国电 记者张伟报道: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日前更新了《世界城
镇化展望》报告。根据最新数据，目前世界
一半多的人口、相当于 39 亿人居住在城镇
地区；到 2050 年，城镇人口将再增加 25
亿，而且绝大部分增加的城镇人口将集中
在亚洲和非洲。

《世 界 城 镇 化 展 望》报 告 2014 年 更
新版显示,在 1950 年全球城市人口仅有
7 亿多，到 2014 年增加到了 39 亿。尽管
亚洲的城镇化率较低，但由于人口基数
大，这里仍然会是世界上城镇人口最多
的地区，超过一半的世界城市人口居住
在亚洲。

到 2045 年，世界城镇人口预计将超过

60 亿，大部分城镇人口的增长将发生在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这些国家将在满
足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住房、基础设施、交
通、能源、就业、教育和医疗需求等多领域
面临巨大挑战。未来城镇人口增加最多的
是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到 2050 年，这
三个国家将分别增加 4 亿、3 亿和 2 亿城市
人口。

联 合 国 经 社 事 务 部 人 口 司 司 长 约
翰·威尔莫斯指出，管理好城镇地区已经
成为 21 世纪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发展
挑战之一。约翰·威尔莫斯指出，成功的
城镇规划需要关注规模不同的城镇，如
果得到恰当管理，城镇将能够为经济增
长带来契机，扩大众多人口获得基础服

务的渠道，包括医疗、教育，因为向居住
密集的城镇人口提供公共交通、住房、电
力、水和卫生设施要比为分散的农村人
口提供同等水平服务更便宜，而且对环
境的损害更小。

这份报告显示，在 1990 年，全世界有
10 个人口上千万的超大城市，到 2014 年，
全球有 28 个这样的城市，一共居住着 4.5
亿人口，相当于世界城市人口的 12%。在
超大城市中，有 16个在亚洲，4个在拉丁美
洲，3 个在非洲和欧洲，2 个在美洲。位于
世界超大城市之首的是东京，拥有 3800万
人口，其次是德里 2500 万人口，上海 2300
万人口，墨西哥城、孟买和圣保罗分别有
2100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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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显示，今年 5月份，欧元区和
欧盟的工业产出环比均下降 1.1%，同比分别增长
0.5%和 1.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欧元区中间产品、
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环比分别下
降 2.4%、2.2%、1.8%和 0.5%，能源产出环比增长
3%；欧盟中间产品、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资
本货物环比分别下降 2.1%、1.8%、1.6%和 1%，能源
产出环比增长 2.2%。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韩国央行日前公布
的一份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韩国外汇储备余额环比
增加56.3亿美元，达3665.5亿美元，连续12个月创新
高，6月份环比增幅也创下近8个月以来的新高。

韩国央行分析称，韩国政府 6 月份发行 10 亿美
元的 10 年期外汇平准基金债券以及 6 月份韩国外
汇资产收益性增加等因素，可能是 6 月份韩国外汇
储备余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另有分析称，韩国金
融当局干预汇率市场抑制韩元升势，也是 6 月份韩
国外汇储备大增的重要原因。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黄炎光报道：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近日决定，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将加快实施西非国家货币一体化进程。

今年 3 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亚穆苏克罗
举行峰会期间确定了货币一体化的实施日期为
2020 年。2013 年 10 月，在达喀尔举行的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峰会上，尼日尔和加纳两国总统受大会
委托分别提出了要推进这一进程。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马来
西亚中央银行近日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
从 3%调高至 3.25%，实现了该行自 2011
年 5 月以来的首次升息，这也是东南亚地
区今年以来第一个升息的央行。马来西亚
央行三年多来首次调高政策利率的举动，
推动了该国货币林吉特币值一度升至八个
月以来的新高。

据统计，马来西亚家庭债务过去四年
来激增了25个百分点以上，目前占GDP的
比重高达86.8%，在亚洲仅次于韩国。最新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5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
3.2%，这意味着没有上调前的 3%隔夜利率
甚至比通胀率还低，相当于实际利率为负
数，造成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局面。

据悉，马来西亚5月份工业产值同比增
长了6%，不仅超越4月份的表现，也高于市
场预期的 4.4%。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今年
头 5个月的出口也同比增长了 13.6%，明显
高于区域其他市场。有分析预测，马来西
亚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有望趋稳，这为央行
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

目前，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是亚洲最
主要的利差交易货币之一。据估计，马来
西亚的林吉特债券多达 44%由外资持有。

欧盟设立循环经济新目标

欧盟委员会日前通过了一项旨在进
一步促进欧盟成员国发展循环经济和注
重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新立法提案。新立法
提案提出了欧盟循环经济发展的新目标，
要求欧盟成员国到2030年回收70%的城
市垃圾和 80%的包装废弃物，到 2025 年
禁止在垃圾填埋场填埋可回收的废弃物

（包括塑料、纸张、金属、玻璃和可生物降
解的废物）。欧盟委员会指出，欧盟实现新
的废弃物利用目标不仅能创造 58万个新
的就业机会，而且也会减少对昂贵稀缺资
源的需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欧盟经
济更具竞争力。

欧盟有关循环经济新立法提案主要
针对欧盟现行的《废弃物框架指令》、《填
埋指令》和《包装及废弃包装材料指令》，
旨在对上述 3项指令修改更新，使这些指
令能够与时俱进。欧盟委员会同时还提出
了《绿色就业倡议》、《中小企业绿色行动
计划》和《建筑行业的资源效率机会》等 3
项通报。有关通报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目的
是要建立一个有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政
策法规框架，以使相关政策法规相互协调

且更加灵活有效。新提案提出要通过加强
研究与创新来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加大对
循环经济领域的投资，让企业发挥更大的
作用，并鼓励消费者参与进来。新提案提
出，欧盟应根据原材料消耗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所占比例来计算资源生产率，并且到
2030年将资源生产率提高30%。

欧盟委员会负责研究、创新和科学事
务的委员奎因指出，研究和创新是成功实
现循环经济的关键。循环经济不仅要求技
术层面上的资源利用创新，而且也表现为
一种发展模式的变革，因而有利于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的深层次协调。新立法提案
指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
式，再利用、维修和回收将成为一种常态，
废弃物成为过去。新立法提案期望通过市
场创新来回收材料，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生态设计和工业共生，最终建立一个零废
弃物的社会。

新提案明确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
具体措施：鼓励企业生产经久耐用的产
品，提高产品使用寿命；提倡使用替换材
料，减少使用危险或难以回收的材料；通

过制定标准和政府采购的方式鼓励再生
材料市场发展；鼓励生态设计，开发更易
于维修、更新升级和回收再制造的产品；
鼓励消费者减少废弃物并正确分类废弃
物；资助建立废弃物分类和回收系统，最
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回收和再利用的费
用；促进工业共生和产业集群的副产品交
换，以防止副产品成为废弃物；提倡新的
商业模式，让消费者通过租用或租赁而不
是购买拥有产品的方式消费。新提案要
求，最大限度回收利用废弃物，以使欧盟
人均废弃物总量呈下降趋势，最终淘汰填
埋废弃物，焚烧仅限于不可回收材料。

欧盟负责环境事务的专员波托奇尼
克指出，欧洲民众希望减少浪费，并且已
经付诸行动，这使得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下
一步努力的方向，需要建立机制以推动回
收利用理念的普及。要想提高竞争力，就
必须充分利用资源。如果没有正确的政
策，就很难向循环经济过渡。此次提出
2030年的目标就是要从现在开始采取实
际行动，加快向循环经济过渡，充分利用
循环经济带来的商机创造就业机会。

□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意大利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3 年意大利家

庭平均月支出 2359 欧元，较 2012 年下降 2.5%，且低

于 2004 年的 2381 欧元，为 10 年来最低纪录。该统

计同时显示，2013 年 65%的意大利家庭降低了购买

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图为在意大利罗马一家精品

店，市民在选购厨具。 新华社发

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登上 17000 点

关口，引发人们对美股出现泡沫担忧及美

国上半年平均每月就业增幅达 23 万人、6

月份失业率降至 6.1%等背景下，美联储主

席耶伦当地时间 7 月 15 日上午在美国参议

院银行、住房和地市事务委员会就半年来

美国货币政策所作的证词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期望从中寻找美联储未来数月如何运

作货币政策的线索。

耶伦在听证会上表示，尽管美国经济

继续改善，但经济复苏尚未结束，劳动力市

场仍旧疲软，房地产复苏或将放缓，美国经

济仍需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

美联储计划于今年 10 月停止购债，即使结

束月度购债行动，超低利率政策仍将维持

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加息前，美联储必须看

到美国经济已走上稳步复苏的轨道。

今年以来，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十分

强劲，上半年美国平均每月的就业增幅达

23 万人，6 月份失业率降至 6.1%。自美国

2008 年 9 月爆发金融危机、就业状况随后

陷入低谷算起，美国已新增就业岗位 900

万个，失业率比最高时降低了 4个百分点。

即使如此，耶伦对美国就业市场的持续

改善仍持谨慎态度，指出衡量在职和求职人

口总数占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仍处

于较低水平，工资增长速度也不快，这些都

表明就业市场仍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强调

美联储将于9月份从工资增幅、雇佣人数、劳

动参与率等多方面评估就业情况。

虽然最近几个月通胀在走高，但仍低

于美联储 2%的目标。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

会（FOMC）对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失业率

和通胀的预估面临相当多的不确定性。美

国 5 月份个人消费开支同比增长 1.8%，

FOMC 的大多数成员认为，2014 年美国的

整体和核心通胀率介于 1.5%至 1.75%之

间。美联储认为，在通胀出现上行压力之

前，工资水平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对美国房地产的复苏，耶伦则再次表示

了担忧，指出最近房地产市场数据未显示有

所进展，指标仍令人失望。2013年美国住房

抵押贷款利率大幅上升时，房地产增速开始

放缓，至今没有显示出较强的增长势头。

针对近来人们对“资产价格泡沫”问题

的关注，耶伦强调，美联储将继续对“资产价

格泡沫”问题保持警惕。美联储虽然无法控

制可能产生的泡沫，但希望确保金融体系可

以承受任何泡沫的破裂。美联储公布的政策

报告指出，虽然总体来看，房地产、股市、公

司债已有相当大的涨幅，但仍与历史水平相

当，而社交媒体及生物科技产业中规模较小

公司市盈率的预测相较历史水平则过高。

耶伦此次证词及答问过程仍偏“鸽

派”，注重解释为何在失业率持续下跌的情

况下，美联储仍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至

0.25%之间。不过，大多数FOMC委员预计，

在结束月度购债行动后，美联储将在2015年

某个时刻开始加息，到2015年底联邦基金利

率升至1%，但这些委员也反复重申，首次加

息时间点没有明确计算公式，无法给出任何

机械式的答案。由此看来，何时加息最终将取

决于美国经济的具体进展，以及美联储如何

基于各种指标评估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仍需宽松货币政策支持

□ 高伟东

德国的生活垃圾可分为四类：日常生活类垃圾、塑料包装类垃圾、纸类垃圾、生物垃圾。但实际操作中并不是一分为四那么

简单。比如，玻璃瓶和电子类垃圾需要单独处理；纸巾属于生物类垃圾而非纸类；摔碎的镜子和红酒瓶不属于同一种类；灯泡、

酒杯、茶杯和玻璃瓶子不能扔到同一个垃圾桶。图为柏林一个地铁站的垃圾桶。 新华社发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据新
加坡政府贸工部近日发布的预估数据显
示，新加坡经济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萎缩
了 0.8%，是七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比萎
缩。当地一些经济分析人士也因此调低了
新加坡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预估今年经
济增长率将介于3%至3.5%之间，低于去年
3.9%的经济增长率。

由于电子行业萎缩，导致整个制造业在
第二季度同比只增长了0.2%，远低于第一季
度9.9%的增长率。服务业在第二季度的同
比增长也只有2.8%，明显低于首季3.9%的增
长率。建筑业在第二季度同比增长了5%，低
于第一季度6.4%的增长率。

据悉，新加坡一家半导体公司在4月份
终止部分生产设施运转，是造成整体制造业
在上一季度显著滑落的主要原因。第二季
度的制造业产值与第一季度相比大幅度减
少 19.4%，则创下了自 2011 年第二季度以
来最大的季比跌幅。有专家认为，电子业疲
弱是结构性问题，必须投入更多资源推动研
发才有望使这个领域取得可持续性的复苏。

新加坡当地分析人士期望全球经济能够
在下半年恢复增长，以期带动本地出口回弹，
协助整体经济走出第二季度的低迷状态。

新加坡二季度经

济增长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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