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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被指责错过降息时机的韩国央行日前宣布降

息，这是近 15 个月以来首次下调基准利率。分析认为，在

韩国政府新经济团队出马以来连续推出财政、税制、房地

产等刺激政策的背景下，韩国央行已无法对政府挽救经

济的努力视而不见，因此主动与政府协调了步调。此次

0.25 个百分点的降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刺激经

济的作用，但与市场的期待还有差距，对其实际效果的质

疑和追加降息的呼声不绝于耳。

韩国央行此次决定将基准利率由 2.50%下调至 2.25%

的背后，是担忧韩国经济萎缩长期化，在经济下行风险

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提前采取措施予以应对。韩元强

势、消费投资不振和“岁月号”沉船事件对韩国经济构

成了三重冲击，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环比仅为 0.6%，

创下近 7 个季度的最低值；同期民间消费增长率环比

为-0.3%，为近 5 个季度首次呈现负增长；今年上半年

和 7 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分别仅为 1.4%和 1.6%，远

低于央行的目标下限 （2.5%）。经济指标的不尽如人意

使得韩国央行不得不放弃 4%的年增长率目标和冻结基

准利率的计划。

韩国政府连续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也是央行下决心降

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新经济团队虽然制定了规模达

41 万亿韩元（约合 400 亿美元）的财政扩张方案，为提振内

需推出税制支持政策，为刺激楼市放宽贷款限制，为激活

企业投资制定相关举措，但如果没有央行货币政策的支

持，这些刺激政策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因此在经济界人

士眼中，韩国央行此次降息是在意料之中。

在韩国央行看来，按照以往的推定模型，本次0.25%的

降息将给今年的经济增长带来 0.05-0.1个百分点的提升；

如果叠加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这种提升作用将更加明显。

然而，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本次降息只能起到恢复经济主体

心理的作用，言下之意是对降息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

从市场反应来看，投资者对此次降息只有失望。因为

此前市场不仅预计韩国央行会在本月降息，而且预期的

降幅是 0.5 个百分点。因此当日 KOSPI 指数开盘后一度较

前日上涨了 0.5%，但在降息决定公布后便开始下跌，最后

收盘仅微涨 0.04%。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韩元汇率不降反

升，较前日大幅升高 0.75%。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原以为央

行会大幅降息而囤积美元的投资者，在预期落空后大量

抛售美元出逃所致。

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虽然今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以

上没有问题，但要想完全摆脱内需不振的局面，0.25%的

降息幅度显然是不够的。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央行对追加

降息的可能性表态消极，未来政府与央行在降息问题上的

矛盾可能重新浮出水面。因为在确认民间经济有所行动之

前，政府会持续对央行施加压力。由此判断今年韩国追加

降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最有可能的时间是10月份。

韩国央行在追加降息问题上确实左右为难。首先需

要考虑的就是发达国家利率基调的转变。特别是美国在

退出量化宽松之后，今年会维持低利率基调，明年开始

可能重回加息周期。如果韩国应对不当，很可能在金融

市场遭受较大冲击。另一个束缚韩国央行手脚的是 1000

万亿规模的家庭负债。由于政府为刺激楼市放宽了对贷

款人贷款房价比 （LTV） 和负债收入比 （DTI） 的限

制，家庭负债增加已在所难免，如果此时连续降息，就

等同于为借贷风潮火上浇油，由此带来的风险是韩国央

行无法回避的。

韩国微幅降息市场难满意韩国微幅降息市场难满意

□ 杨 明

恒天然携手研究院促乳业发展恒天然携手研究院促乳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恒天然日前与中国食品

发酵工业研究院签署协议，宣布开展为期 3 年的食品
安全与质量交流培训项目，以支持乳品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该合作协议将包括中国和新西兰两国乳品行业
代表之间的知识共享、互访和培训等内容。

恒天然中国区政府关系、传播与对外事务副总裁
秦敏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是恒天然最重
要的市场之一，希望这个交流项目能在食品安全与质
量领域进一步提振行业能力、提高消费者信心。

沙 航 运 送 旅 客 数 量 稳 增

0.1%

美7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上升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劳工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 7 月份生产
者物价指数(PPI)环比上升0.1%，连续两个月实现增长；
扣除食品及能源，7 月份核心 PPI 环比上升 0.2%，增幅
与前月持平。

数据显示，美国 7月份服务价格环比增长 0.1%，主
要受到交通运输和仓储行业环比增长 0.5%的支撑；货
物价格环比持平，其中粮食价格环比增长0.4%，而能源
价格则环比下降0.6%。

0.6%

欧盟 7 月份通胀年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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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欧元区和欧盟的
通货膨胀年率分别由上个月的 0.5%和 0.7%降至 0.4%
和 0.6%。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7 月，欧元区餐饮、租金和汽
车维修价格分别上涨了 0.08 个百分点、0.06 百分点和
0.05 个百分点，水果、蔬菜和电讯分别下降了 0.13 个
百分点、0.11个百分点和 0.11个百分点。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沙特阿拉伯航
空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上半年，沙航共
执行航班 9.4 万架次，运送旅客 1400 万人次，同比分
别增长 8%和 11%，同时航班准点率达到 90.06%。

作为目前运营沙特境内航线的两家航空公司之
一，近年来沙航一直致力于调整运营策略、提升服务质
量，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境内航班需求。得益于从空客和
波音公司购入的 74 架新飞机投入运营，沙航增加了利
雅得、吉达、达曼、阿布哈等沙特主要城市间的航班班
次。数据显示，上半年沙航的境内航班架次和旅客运送
人数在其运营总量中占比分别为 67.8%和 55.71%。

由阿联酋乒乓球协会、迪拜体育理事会以及猎鹰

国际共同发起的“乒乓迪拜”公益项目近日在迪拜掀起

全民健身热潮。在迪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中东地区

规模最大的夏季室内运动盛会——“迪拜运动世界”

上，上千名乒乓球初学者及业余爱好者参加多项公开

比赛。 陈 颐供图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瑞士统计局最新
发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瑞士消费价格指数为 99.0，环
比下降0.4%。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服装类商品夏季
折扣促销，服装、鞋类降幅达7.7%。

此外，日用品下降 1.2%，餐饮、旅店下降 0.5%，文
化、娱乐下降 0.2%，住房、能源下降 0.1%，酒精饮料和
烟草下降0.1%。

0.4%

7 月份瑞士消费价格指数下降

0.4%

7 月份瑞士消费价格指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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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拉动毛里塔尼亚经济增长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黄炎光报道：毛里塔尼亚央

行最近发表报告称，2013 年毛里塔尼亚农业和矿业有
力地拉动了该国经济增长，增幅达到 6.7%。其中，农
业贡献最大，增幅高达 31.4%。

报告分析称，去年该国农业能获得好收成，首先是
由于全年气候条件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其次，政府对促
进农业生产发展采取的措施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报告称，毛的另一支柱产业矿业也表现良好，年增
长达到了 17.2%。其他行业的增幅分别为：手工业
9.2%；服务业 7.3%；畜牧业 2.1%。

○ 基准利率由2.50%下调至2.25%，是在经济下行情况下提前应对措施

○ 韩国政府连续推出经济刺激政策是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范先荣近日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时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倡议，是加强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的新动力，实施
这一伟大构想，将使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关系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范先荣说，2000 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曾经为发展
中国与中亚的传统友谊、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
要贡献。人们热切期盼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
机，造福于沿线各国人民，习主席正是顺应这一时代要
求，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并得到了
所有中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塔吉克斯坦外交部和各界
人士纷纷表示，赞成并支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
议，认为这是复兴古丝绸之路的重大历史性举措。塔吉
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出席今年上海“亚信”峰会时再次向
习主席表示，塔政府支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
议。可以说，中亚国家是真心支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这不仅将极大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贸易
联系，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本地区和平稳定提供
了新的历史机遇。中亚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充
满了期待。

范先荣说，一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倡议进一步激活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

系，极大地推动了务实合作的深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的作用已开始显现出来，沿线国家的合作热情和
积极性更高了，投资合作的规模扩大了，经济联系变得更
加活跃了。今年，来塔吉克斯坦考察的中国公司和团组
明显增多，他们是带着如何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目的，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探索合作途径、寻找投资项
目。不仅中国公司如此，中亚国家参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他们对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意义和作用有了深入的认识，并寄予厚望。

范先荣以中塔合作为例，证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一年来推动中塔务实合作快速发展。目前，中塔已合
作建成投产了一批生产性大项目，使“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取得实际成果。在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公
司帮助塔修建了 3 条国家级主干公路，打通了隧道，大大
改善了塔的运输条件。塔总统称赞说，中国帮助打通了
隧道，使塔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在塔投资领域也
取得重大进展，如中方投资 3 亿美元，在塔丹加拉自由经
济区建设 120 万吨的炼油厂，将填补塔无炼油厂的空
白。又如中方投资建设的金矿，将使塔黄金产量提高到 3
吨。中国公司在塔新建的年产 120 万吨华新亚湾水泥
厂，一举改变了塔水泥进口的局面，为塔节省了大量外
汇。在能源领域，中国帮助塔修建了热电厂、“南北”输变

电线，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塔电力紧张的困难；中国—中亚
D线管道建设方面，塔政府第一个正式批准并成立了以副
总理为首的协调委员会。人文领域合作也十分活跃，在
塔首都开办的孔子学院满足了越来越多青年人学习汉语
的需求。塔还将在北部地区开办第二所孔子学院；8 月
初，塔派出 200 名中学生到中国参加夏令营活动；中国政
府大大增加了向塔提供的奖学金。据范先荣介绍，为配
合习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一周年，中国
使馆正筹划 9月份在塔举办大型中塔商务论坛，邀请有实
力和在中塔合作中做出成绩的公司和企业家参加，以进
一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加速实施。

范先荣最后说，中国与中亚携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是时代的要求，是共同的期望，这一进程不可逆转。
今后的合作前景会更好、水平会更高、规模会更大、领域
会更宽、投资会更多。有理由相信，随着“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一定会迎来
新的高潮，并结出累累硕果。

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新动力
——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范先荣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本报驻中亚记者 李垂发

制 裁 声 紧
复 苏 步 慢

连 俊

上周，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继续吸引着全球关

注。这种关注也正逐渐转变为防控力度的加大、防疫知

识的普及以及全球的合力施救。与埃博拉疫情相比较，

不断升级的俄欧制裁战更令人忧虑，欧洲经济复苏的不

确定性正在上升。

一些欧洲国家上周表达了对相关产品出口的忧虑。11

日，芬兰食品饮料业联盟主席海基·尤蒂宁表示，向俄罗斯

出口的食品占芬兰食品出口总额的25%，俄罗斯进口禁令将

给芬兰食品行业带来巨大挑战；波兰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

什·皮耶霍钦斯基表示，去年波兰对俄出口果蔬4.32亿美

元，占波果蔬出口总量的54%，如果俄罗斯继续对波兰其他

食品实施禁运，波兰今年由此造成的损失将达7亿美元；14

日，芬兰航空方面预计，由于芬航对跨越西伯利亚的航线高

度依赖，一旦俄罗斯禁飞令成真，芬航业务将受到严重

影响。

这种忧虑引起了欧盟的关注。14日，欧盟委员会举行会

议评估俄罗斯对欧盟食品进口禁令对欧盟农产品的潜在影

响。欧盟表示，将出台措施，稳定农产品市场，主要针对受

俄反制措施打击较大的易腐烂水果和蔬菜等产品。

上周公布的数据进一步凸显当前欧洲面临的困境。欧盟

统计局14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

产总值（GDP）环比出现零增长，不及市场预期的0.1%增幅。

二季度欧元区三大经济体表现均不佳：德国经济环比萎缩

0.2%，法国经济出现零增长，意大利经济萎缩0.2%。有分析认

为，地缘政治因素正加大欧洲经济复苏难度，尽管俄罗斯与欧

盟的制裁战目前对欧洲经济直接影响有限，但制裁升级的风

险会增加欧洲经济不确定性。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对于

当前的欧洲而言，不利于复苏的政策和做法，只会在未来

恶化局势。这方面的实例不妨看看日本。日本内阁府13日

公布，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比一季度下降

1.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8%，强行提升消费税的后果

凸显。日本经济下滑会给全球复苏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仍

需密切关注。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8 月 15 日举行隆重庆典，纪念运河正式通航 100 周年。巴拿马运河于 1914 年 8 月 15 日通航，总长

81 公里，每年承担全世界航运 5%的货物量。其中，亚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货运有 23%需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图为一艘

船通过巴拿马运河。 新华社发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日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受运输设备订单上涨影响，美国 6 月份工
厂订单金额强劲增长，达到 5032 亿美元，环比上升 1.1%，
其升幅为历史新高，远超市场预期的环比上升 0.6%，表明
美国制造业活动正日益增强，并助推经济稳步增长。

数据显示，美国 6 月份耐用品订单金额环比上升 1.7%
至 2424 亿美元，其中运输设备整体订单金额环比上升
0.7%至 703 亿美元，非耐用品订单金额环比上升 0.6%至
2609亿美元。去除波动性较大的运输设备一项，当月美国
工厂订单金额环比上升1.1%，达到2013年7月以来最高。

美国 5 月份工厂订单金额修正后数据为环比下降
0.6%，其原因主要是军用装备需求的大幅减少。美国工
厂订单金额 2 月至 4 月则是连续 3 个月增长。美国第二季
度企业积累了大量库存，在下新订单之前，企业或需先解
决这些库存。这可能会对工厂活动和整体经济增长造成
一些拖累。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初值为
4.0%，第三季度增速市场预期在 3%左右。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日前公布的报告则显示，截至 7 月
份，美国制造业已连续 14 个月实现扩张，且扩张步伐为 3
年来最快，进一步确立了美国经济复苏加快的势头。

美国6月份制造业强势扩张
已连续扩张14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