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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鲁彤日前接受
了中国多家媒体联合采访，就习近平主席
访问新西兰和中新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回
答了记者的提问。

王鲁彤表示，11 月 19 日至 21 日，
习近平主席将对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
这将是中国国家元首 11 年来首次访新，
是习近平主席本人时隔 4 年再度访新，对
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访问期
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迈特帕里总督，与
约翰·基总理会谈，就进一步巩固两国关
系，规划两国在各领域务实合作及共同关
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签
署涉及经贸、金融、电信、林业、食品安全、
教育、旅游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协议。习近平
主席还将出席中国—新西兰市长论坛启动
仪式，参观农牧业高科技展等活动。

许多新西兰朋友认为，新西兰能够成
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中新自贸协定和对华经贸投资合作。新西
兰政府出台的《中国战略》，就是要将本国

未来发展与中国发展战略协调起来。两国
发展战略越契合，双边关系发展方向就越
明确，互利合作的前景就越广阔。习近平
主席此次访问将是一次增进互信、深化合
作的访问，是一次传承友谊、开启未来的访
问，将进一步推进中新全方位合作关系。

王鲁彤表示，中新两国应乘着习近平
主席访问的东风，顺势而为，推进两国关
系不断深化。一是继续加强政治互信，拓
展双方各层级交往；二是大力加强经贸合
作，巩固和扩大农牧业领域合作，并培育
食品安全、农业科技、信息技术、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三是共同拓
展友好城市、科教、文卫、旅游等人文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把人文交流打造为中
新关系发展的又一支柱；四是以新方成功
当选2015年至2016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
任理事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多边
事务中的合作，拓展双边关系内涵。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政治互
信和互利合作是中新关系的“双引擎”。只

要双方继续牢牢把握住这两点，不断深化
人文交往，拓展多边合作，中新关系一定能
够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新两国虽相隔遥远，
但同处亚太。“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
梦想紧密相连。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
路上和致力于睦邻友好的过程中，将与新
西兰拥有越来越多的利益汇合点，中新合
作的未来会更加广阔。中新关系将好上加
好，成为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阶
段国家间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新建交 42 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
跨越式发展。双方共同创造了中国与发达
国家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新西兰在发
达国家中第一个完成中国入世双边谈判，
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
个与中国展开双边自贸区谈判，第一个与
中国达成自贸协定。中新关系已经成为中
国同发达国家发展互利合作关系的典范。

在王鲁彤看来，中新关系快速发展的
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两国
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今年是中新“高层交往

年”，约翰·基总理3月实现了任内第四次访
华，11 月又赴华出席 APEC 会议，习近平
主席本月即将展开对新西兰的国事访问，
这也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 1999 年以来首
次实现年内互访。二是新朝野各界在发展
对华关系方面具有高度共识。去年，新政府
专门出台《中国战略》，制订与中国各领域合
作的具体目标。除在北京新建驻华使馆外，
新方还在成都新设总领馆，从而使新驻华总
领馆数量达到4个。三是两国经贸投资合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中新自贸协定签署 6 年
来，双边贸易额年均增幅达 20%以上，提前
实现两国领导人确立的 2015 年双边贸易
额达 200 亿新元的目标。人民币和新西兰
元今年实现直接交易，新西兰元成为全球
第六个与人民币直接兑换的货币。四是两
国人文交流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成为新西
兰第二大旅游客源国。在 3 所孔子学院和
15 个孔子课堂的带动下，在新西兰政府有
关政策的鼓励下，新西兰民众对中华文化
和中文的热爱和学习已蔚然成风。

中新合作踏上“新里程”
——访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鲁彤

□ 本报记者 王宝锟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瑞士中央银行——
瑞士国民银行近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 9 月底，
瑞士央行总资产达到5220亿瑞郎，创下历史纪录，其中
外汇资产为4715亿瑞郎。不过，瑞士央行表示，目前还
不是减少资产规模的时候，因为减少资产就要回购瑞
郎，这将给瑞郎造成升值压力，不符合央行保持瑞郎汇
率稳定的目标。

同时，报告还显示，今年前3个季度，瑞士央行还取
得 285 亿瑞郎的可观利润，其中外汇获利达 252 亿瑞
郎，黄金获利超过33亿瑞郎。瑞士央行表示，今年全年
的盈余还将取决于国际黄金、外汇和资本市场的变化
情况。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在
北京举办“2014 年中国高峰论坛”。《金融时报》副主
编、新兴市场编辑金奇在会上表示，中国企业在扩大
海外投资并购的同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传播了自
己的品牌，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赢得国际市场
认可。

据悉，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 300 余名学者、企业
家以“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为主题，就“全球经济
增长前景与新兴市场机遇”、“中国金融改革与可持续
增长”、“中国企业全球投资新机遇”、“传统企业如何借
助大数据转型”、“全球化时代中国商学院的机遇与挑
战”等话题开展了热烈讨论。

富士施乐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本报讯 富士施乐日前正式对外发布了《2014 中

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汇总了富士施乐在华5家企
业 2013 至 2014 财年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情况。
这也是富士施乐 2012 年以来连续 3 年在华发布相关
报告。

这份报告以“根植中国 共创精彩未来”为主题，展
示了富士施乐在华 5 家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在共同创造
价值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机遇、挑战，以及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所作的努力。同时，报告还介绍了富士施乐5家在
华企业的CSR实践案例。富士施乐中国高级管理委员
会总代表徐正刚表示，富士施乐未来将继续把“CSR即
是经营”的理念深入贯穿于企业整个价值链中，推进各
项CSR举措。 （叶 平）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黄炎光报道：国
际评估机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近日发
表题为《非洲油气评估——蓄势已发》的调
研报告称，全球经济界人士对非洲石油的
看法已经转变，认为非洲大陆将扮演重要
角色，在世界油气市场上的地位日趋凸显。

报告称，全球经济界人士对非洲看法
的转变，首先基于该地区已探明且不可忽
视的巨大石油储量。据该机构掌握的数
据，截至目前，非洲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
1300 亿桶，占世界石油储量 8%，2013 年
该地区每天开采原油 900 万桶；已探明的
天然气储量为 14 万亿立方米，每年开采量
为 1840 亿立方米。除此之外，随着西非和
东非两地区陆地及海洋石油新的发现和开
采，上述数字还会被陆续改写。

随着当地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相关投
资活动与日俱增，油气勘探和开采项目快速
增加，预计非洲地区油气开采最大增长幅度
将达到 30%以上。但是，报告也指出，目前
非洲油气开发面临规章制度不确定、基础设
施建设欠缺、税收问题等3大挑战。

普华永道调研报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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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于当地时间 11 月 17 日

公布了今年三季度经济数据，本季度

增长率与上个季度相比下降 0.4%，换

算成年增长率为下降 1.6%。此前，日

本官方对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比较乐

观，预计增长 4%左右，态度较为谨慎

的民间研究机构也认为预计将有 2%

的增长，几乎没有经济专家作出负增

长的预测。但统计结果比各类预测

要糟糕得多。有分析人士认为，连续

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表明，日本经济已

经进入衰退期。

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主要

原因，是日本政府在 4 月份提高消费

税率的决定。此轮日本经济复苏的

主要动力是个人消费。去年以来，日

本消费市场开始逐步升温，个人消费

一直是推动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之

一。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提高消费税

之前的“跑步消费”，令日本经济一度

出现历史罕见的高增长。但是，4 月

份提高消费税后，个人消费迅速萎

缩，经济增长戛然而止。在消费税率

和进口物价上涨的双重打击下，二季

度个人消费下降 5%，拖累经济增长

下降 7.1%。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三季

度个人消费依旧回升乏力，仅增长

0.4%，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严重不

足。受个人消费低迷的影响，三季度

房地产投资下降 6.7%，企业设备投资

下降 0.2%，内需不足拖累整个经济

增长。

三季度出人意料的负增长，令

日 本 社 会 一 片 哗 然 ，舆 论 怀 疑“ 安

倍 经 济 学 ”已 经 不 合 时 宜 ，一 些 经

济学家和企业指责安倍内阁的经济

政策和增税措施“自相矛盾”，批评

日本政府过多关注股市和日元的动

向，而忽视结构调整和新产业的培

育。有人认为，“安倍经济学”是通

过降低法人税和提高消费税来“劫

贫 济 富 ”的 经 济 政 策 ，必 然 导 致 消

费市场越来越清冷，居民的消费能

力越来越弱，经济增长也将因此失

去动力。

刚刚出炉的统计数据，也打乱了

安倍内阁的经济运行日程。按计划，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近期宣布进

一步上调消费税率，从目前的 8%提

高到 10%，以缓解日积月累的财政赤

字。然而，在经济陷入负增长的情况

下，国内反对声四起，日本政府内部

也开始动摇。近来，安倍内阁已经放

出风声，将推迟提高消费税。日本舆

论普遍认为，安倍内阁继续提高消费

税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现在，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课题

是如何抑制经济继续下滑。前不久，

日本央行推出了新的量化宽松政策，

但效果仅限于股市走高和日元走低，

对振兴实体经济作用不大。日本政

府只有从源头开始提振消费，通过消

费拉动生产和投资，才能扭转经济走

下坡路的势头。然而，在多种因素制

约个人消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很难

开出有效的药方。

日本经济连续两季度负增长

□ 闫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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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苏伊士省的沙漠里，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在过去 6 年间拔地

而起，迅速成为一颗耀眼明星，这座新城就是 2008 年 9 月启动建设的中埃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图为一名工作人员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一家中

资企业的检测室内工作。
新华社发

瑞士央行总资产再创新高

中国对外投资品牌效应初显

本报讯 记 者 宋群报 道 ：敦 豪
（DHL）快递集团日前发布了第三版
全球连通性指数(GCI)报告，对世界
全球化状况作了深入分析。报告显
示，全球连通性已基本上从国际金融
危机中恢复。在经历了前些年的复
苏停顿后，国际交流的深度在 2013
年重新开始加速。

敦豪 2014 年全球连通性指数显
示，大量经济活动都在转向新兴经济

体，从而将全球经济重心推向东方，
新兴经济体现已参与了大多数国际
交流。需要指出的是，全球连通性在
2011 年至 2013 年之间升幅最大的
10 个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布隆迪、
莫桑比克和牙买加的增幅最大。

报告也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连
通性作了详细剖析。其中，荷兰继续
成为全球连通性最高的国家，欧洲仍
然是全球连通性最高的地区。在世

界最全球化名列前 10 位的国家中，
除新加坡之外，都位于欧洲。

北美是全球连通性第二高的地
区。其中，美国是美洲地区连通性最
高的国家，在 140 个国家当中，美国
名列第二十三位。2011 年至 2013
年之间，全球连通性平均增幅最大的
国家在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区，只有中东和北非的连通性出现大
幅下降。

2014年敦豪全球连通性指数显示

大量经济活动转向新兴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