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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开发银行支持非洲发展

0.3%

美国 6 月消费者指数上升

3.3%

日本 6 月消费物价高企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黄炎光报道：西非开发银
行理事会近日向科特迪瓦等国家提供 340.4 亿西非
法郎贷款。获贷款项目分别为：科特迪瓦塔非雷市
及周边地区的饮用水供给系统加固维修项目；多哥
洛美市建垃圾技术处理填埋场；塞内加尔达喀尔至
迪亚涅国际机场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施工加固以及至
机场高速路延长段建设项目；马里包装纸箱厂；塞内
加尔农村电气化紧急计划。

据统计，截至目前，西非开发行总共向西非各国
715 个项目提供了 3.13 亿西非法郎的中、长期贷款，
短期贷款累积达到 1471亿西非法郎。

据新华社慕尼黑电 （记者朱晟） 德国消费研
究机构捷孚凯（GFK）公布的月度报告显示，德国8月
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 9.0点，较 7月份微增 0.1点，
仅次于2006年12月的9.1点，为7年多来最佳水平。

根据最新月度报告，德国消费者的收入预期指
标上升 7.5 点，至 54.7 点；经济前景指标、消费和购
买倾向指标略有下跌，分别为 45.9点和 51.0点。

9.0

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扬

塔吉克斯坦黄金产量增加
本报杜尚别电 记者李垂发报道：塔吉克斯坦工

业和新技术部日前公布了塔吉克斯坦今年上半年的黄
金生产情况。今年 1 月至 6 月塔黄金产量同比增长
5.23%，比 2013 年增加了 56.7 公斤，达到 1141.1 公
斤。随着中塔合资企业“泽拉夫尚”金矿第二期工程
的投产，预计今年塔黄金产量将达到 3吨以上。

塔吉克斯坦黄金生产出现目前的大好局面,主
要是今年所有黄金生产企业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特别是中塔合资企业“泽拉夫尚”金矿，上半年黄金
产量达到 707.1 公斤，比去年同期增加329公斤。今年上
半年，塔白银的产量也有所增长，超过了943.6公斤，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43.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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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额超过 22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
币 1329.3 亿元）的韩国最大填海造地项目
——新万金经济区已步入正轨。韩国国土
研究院日前公布了“新万金事业总体规
划”，国际经济合作特区成为规划的核心，
而韩中经合园区将在其中起到先行和示范
作用，相信未来十年，崭新的“中国谷”将出
现在新万金的核心区域。

新万金经济区位于环黄海经济圈，地
跨韩国全罗北道群山、金堤和扶安 3 郡，开
发面积达 409 平方公里，相当于首尔面积
的三分之二。目前已有包括三星集团在内
的 70 余家企业表达了总额近 12 万亿韩元
的投资意向，其中 3.6 万亿韩元已签订投
资合约。

“新万金事业总体规划”的目标是将新
万金打造成超越国境的经济合作示范城
市，韩国将与已缔结或正在磋商自由贸易

协定（FTA）的有关国家共同开发国际经
济合作特区。根据中韩双方约定，新万金韩
中经合园区将成为中韩间经济合作的首个
模型。中韩两国将就此进行局长级事务磋
商。目前，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大韩贸
易振兴公社和韩国产业银行都已决定参与
韩中经合园区项目。

新万金经济区主管部门新万金开发厅
给韩中经合园区起名为“中国谷”。园区规
划面积为 25.8 平方公里，将重点扶持新材
料、新再生能源、生命健康产业等高成长高
附加值产业。填海造地工程等“中国谷”第
一阶段开发将于 2020年完成，第二阶段开
发将随后开始，总投资预算超过 20 万亿韩
元。韩国政府希望把韩国的技术能力和中
国的资金、劳动力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将新
万金打造成环黄海经济圈新的核心区。

据悉，韩国还有一个比“中国谷”更大

的构想，即“中国商务城”，并为此正在筹划
诸多鼓励政策，包括更灵活的开发制度，对
产业入驻和生活居住执行最低限制标准，
以及在住宅、福利和医疗方面的制度准备
等。开发厅相关人士表示，不仅是经济壁
垒，包括经济区与投资国在文化、语言上的
界限也应通过制度去消除。

有关专家表示，如此大规模韩中经济
园区的建立是韩国的重要机遇，不仅将有
效拉动韩国国内的生产和就业，而且以“中
国谷”为起点，中国对韩直接投资也将上升
到新水平。韩国贸易振兴公社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中国对韩直接投资总额约 7.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0.3%。

此外，在韩中经合园区成型之后，韩国
政府还有意将新万金国际经济合作扩展到
韩日、韩美和韩欧之间。新万金开发厅长李
秉国表示，新万金的目标是打造成世界级

水准的经济特区，开发厅将努力使企业从
2017年开始正式入驻。

目前，韩国能源化学代表企业 OCI 于
去年 10 月投资 1 万亿韩元兴建的综合供
热供电发电厂正在紧张施工之中，计划
2015 年试运行，2016 年 3 月正式启动发
电。该发电厂的装机容量为 303 兆瓦，将为
未来新万金经济区的入驻企业、产业设施
和公寓提供电力和热能保障。

新万金开发厅有关人士表示，开发厅
已向金融、贸易、建设、制造、生物等领域的
120 家中国企业介绍了韩中经合园区项
目，虽然项目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相信中国
企业已经充分了解了该项目的投资价值。
有关专家也表示，新万金韩中经合园区是
中韩两国中央政府共同支持的首个经济特
区，希望两国政府和企业能共同合力将其
打造成中韩经济合作的典范。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劳工部
日前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6 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环比上升 0.3%，主要是受汽油价格大幅上升
影响。美国 6 月份能源价格经季节调整后环比上升
1.6%，其中汽油价格上升 3.3%，占全部物价上涨的
三分之二。食品价格环比上升 0.1%。

不计入食品和能源消费，美国6月份核心消费者物
价指数环比上升0.1%，低于前月的0.3%。过去12个月
里，未经季节调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2.1%。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闫海防报道：日本政府总务
省日前公布数据显示，6 月份日本全国消费物价

（CPI）扣除生鲜食品后同比上涨 3.3%，这是近年来
罕见的较高涨幅。其中，民用电上涨 9.9%，汽油上
涨 10.6%，电视机上涨 8.0%。

据分析，日本政府提高消费税对近几个月的消
费物价上涨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记者张晓茹）
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向18个创新型可再生

能源项目和一个碳捕捉与储存项目投资10
亿欧元，以掌握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手段。

这些项目覆盖了生物能源、太阳能、地
热、风能、海洋能源、智能电网以及碳捕捉与
储存等技术。其中，碳捕捉与储存项目是首次
入选。据欧盟机构预测，这些项目实施以后，
将使欧盟的年度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近8太

瓦时（1太瓦时等于10亿千瓦时），相当于塞
浦路斯和马耳他的年度用电量总和。新投入
的这10亿欧元预计还将带动约9亿欧元的私
人投资，使投资总额达到近20亿欧元。

上述项目是欧盟“NER300”融资项目
的第二批投资计划。欧盟希望这些项目能
推动欧盟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碳捕捉与储
存等领域的示范技术发展。第一批投资于
2012 年 12 月启动，为 23 个可再生能源项

目投入约 12亿欧元。
欧盟委员会气候事务委员康妮·赫泽

高说，这些新项目将有助降低欧洲对能源
进口的依赖程度，且有助环保。

欧盟指出，作为创新型低碳能源融资
项目，“NER300”的资金来源于欧盟碳排
放交易体系中出售碳排放配额所得的收
入。该交易体系旨在使排污者买单，促其成
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动力量。

欧盟投10亿欧元发展清洁能源项目

7月26日，多伦多举办了2014年改装车节。上百辆来自美

国和加拿大的改装车辆集中亮相，向车迷展示了有关汽车音

响、车身及发动机等部分的改装设计。

上图 观众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改装车节上参观。

右图 技术人员调试一辆改装车的操控台。

新华社发

中俄两国少年准备进行遥控车比赛。29 日，首

届中俄青少年科技模型（车模、船模、航模）邀请赛在

中俄边城黑龙江省黑河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的

10 支代表队 200 余名青少年进行科技模型竞赛交

流，各展技艺。 新华社发

上半年日本贸易收支统计数据显示，日

本贸易逆差再创新高，达到7.5万亿日元（约

合683亿美元），这是3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日本自2011年沦为贸易逆差国以后，逆差额

就节节攀升，2011年为4.4万亿日元，2012年

增长了近一倍，达8.1万亿日元，2013年猛增

至 13.7 万亿日元。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

2014年全年可达14万亿日元以上。

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首先是出口情况不

尽如人意。尽管上半年出口增长3.2%，但根

据以往经济复苏过程中出口强劲增长的历程

看，现在的增长明显后劲不足，而且主要靠

搭日元贬值的“顺风车”。上半年，汽车出

口有所增长，但家电和电子这个传统出口产

业却每况愈下。电冰箱、洗衣机等白色家电

出口量大幅下降，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白色

家电的纯进口国。此外，通用电子产品的出

口也在下降，日本企业更青睐海外廉价的电

子产品。手机是目前最热的市场，但“日本

制造”的手机在国际市场上份额并不高，完

全不能形成产业优势。因此，日本出口能力

明显减弱，其出口比重曾占国际出口市场

10%，现在已经跌至4%。

造成日本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一

般认为是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等资源性产

品的大量进口。日本政府和亲安倍政权

的媒体竭力宣传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是

大量的油气进口，实际是要为恢复核电

制造舆论。然而，真实情况并不是那么

简单。不止一家权威机构调查表明，日

本在大地震后停止核电站的运营，确实

增加了发电用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但增

加 量 十 分 有 限 ， 每 年 大 约 增 长 1.3% —

1.6%，不过反映到贸易统计上金额却相当

高，每年的增加额约在 3 万亿日元左右。

调 查 发 现 ， 除 了 国 际 油 价 暴 涨 的 原 因

外，主要是日元持续贬值造成的。在进

口数量没有太多变化的同时，日元贬值

10%，就要增加约2万亿日元的贸易逆差。

分析表明，日本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和

日本政府的日元贬值政策密切相关。在安

倍内阁的授意下，日本央行推出了史上最

大的量化宽松政策，诱导日元大幅贬值，

以利于日本的出口。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出

口带动经济复苏。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与

日本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的直

接后果是出口增长乏力，进口额却大增，

贸易逆差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日本提高消费税后，经济目前正处于继

续复苏抑或一蹶不振的关键时期。经济专家

普遍认为，经济复苏还是要依靠出口的拉

动。上半年的巨额贸易逆差表明，人们期待

的出口增长十分有限，拉动经济的整体动力

严重不足。因此，日本央行已经下调了今年

的经济增长预测。最近，日本政府也不得不

调低经济预测，从年初的 1.4%降至 1.2%。

但是，只要安倍内阁不放弃日元贬值政策，

日本贸易逆差高企的状况就很难改变。

日元贬值导致贸易逆差不降反升

□ 闫海防

美敦力与先健科技达成合作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美国美敦力和深圳先

健科技日前宣布，双方将扩大战略合作，在中国市场
生产先健科技品牌心脏起搏器。根据合作协议，先
健科技将开发一系列心脏起搏器和心脏电极产品，
并在深圳建立心脏起搏器生产中心。美敦力将提供
特定的技术、培训和支持。

美敦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奥马尔·伊什拉克
表示，美敦力与先健科技合作，能够满足更多中国患
者的医疗需求。

多伦多举办 2014年改装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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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出口能力明显减弱，出口比重曾占国际出口市场10%，现跌至4%

◇ 日元贬值政策导致进口额大增，贸易逆差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据新华社悉尼电 （记者赵小娜） 由
中国银行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共同开发
的人民币清算系统 28日在澳大利亚推出。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作为该系统的人民
币清算行，将为澳大利亚境内外客户提供
安全高效快捷的人民币清算服务，并逐步
提供人民币债券发行、交易及期货等衍生
产品结算、清算服务。

中行表示，澳大利亚人民币清算系统的
推出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在澳大利亚迈出
关键一步，此举将进一步便利中澳双向贸易
与投资合作，推动澳大利亚离岸人民币市场
发展和澳大利亚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

据悉，中国银行悉尼分行是唯一一家
持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全牌照的中资金融
机构，于 2009年率先提供人民币国际结算
及公司、个人存贷款等业务，2011年以代理
行模式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2014 年发行
澳大利亚首笔人民币债券，金额达20亿元。

人民币清算

系统在澳推出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环球银行
金融电信协会（SWIFT）7 月 29 日发布的
人民币追踪报告显示，韩国的人民币支付
价值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间增加
563%，使得韩国在全球人民币支付价值的
排名升至第 8 位。2014 年 6 月，韩国与中
国之间的交易中，共有 68.9%使用人民币
进行，较 2013年 6月提高 32.8%。

SWIFT 亚 太 区 支 付 市 场 总 监 Mi-
chael Moon表示，“近两年，韩国的人民币
使用呈高速增长态势，越来越多的银行及企
业在跨境交易时使用人民币。韩国的人民
币支付增长日益受顾客支付推动，而顾客支
付更是交易结算的良好替代方式。”

中国与韩国7月初宣布在首尔设立人民
币结算中心，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两国之间的
贸易活动，同时确立了韩国成为东北亚地区
重要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的地位。报告显
示，人民币作为全球第7大支付货币的地位
得到进一步巩固，目前占全球支付总额的
1.55%，较2014年6月上升了7.1%。

韩国使用人民币

呈快速增长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