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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游 天 堂 ”欢 迎 中 国 游 客
本报记者 陈 颐

欧元基金援助乌干达农业生产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黄炎光报道：欧盟驻乌干达
代表团团长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近日宣布，欧盟决定
成 立 一 笔 2260 万 的 欧 元 基 金 以 支 持 乌 干 达 农 业
生产。

施密特表示，农业是乌干达的战略性行业，为乌
干达贡献了 47%的出口收入，为全国提供了 73%的就
业岗位。乌干达工业生产大部分建立在农业基础
上，其中 43%为手工业生产。施密特指出，这笔基金
的使用期限为 10 年至 15 年，若成效显著还可延长。
该基金将向乌各项农业产业提供最高限额为 35%的
贷款，金额跨度在 20 万至 200 万欧元之间。

0.2%

德国通货膨胀率接近零点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近日公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德国2014年12月份价格增长降至5年来最低，仅
为0.2%。2014年全年价格增长0.9%，与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后的2009年基本持平。

分析指出，目前德国价格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
国际油价在过去半年内下跌近半。2014年12月份，德国
能源价格同比下降6.6%。

102

韩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韩国央行日前发布

的“12月消费者动向调查”资料显示，韩国2014年12月
消费者信心指数（CSI）为 102，环比下滑 1 点。这是近
15个月来的最低值。

韩国央行认为，国际油价持续暴跌、俄罗斯卢布贬
值引发的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韩国内需不振是导致消
费者信心萎缩的主要原因。此外，韩国政府的经济刺激
政策未能有力推动景气复苏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7.7%

美国贸易逆差环比下降

本版编辑 梁图强 禹 洋

ABB厦门工业中心破土动工

中国发展正全面改写世界经济格局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谈中国发展前景

在浩瀚的印度洋上，有一个地方被
全球旅游爱好者称为“旅游天堂”，这
就是宝岛塞舌尔。在这个面积为 137 万
平方公里的热带岛屿上，拥有 41 座陡
峭的花岗岩岛，周围环绕着 74 处低洼
的珊瑚岛。塞舌尔内务和交通部长兼塞
舌尔航空公司董事长乔尔·摩根日前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要让子
子孙孙看到保留着原貌而不是改变了模
样的塞舌尔。”

旅 游 资 源 是 塞 舌 尔 的 经 济 支 柱 ，
50%以上国土面积为自然保护区。乔
尔·摩根说，开发旅游的前提条件是要
保护好生态环境。人们来到塞舌尔就是

为了享受大自然的原生态，为此我们制
定了非常严格的蓝色经济发展战略。早
在 1979 年，塞舌尔就成立了国家级的
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这家环境保护机构
的 14 名理事由总统任命，人员包括野
生生物、自然历史或国家科学学术保护
机构的代表，他们的工作就是致力于确
保塞舌尔境内的世界遗址成为最佳管理
保护区，并对那些破坏旅游资源的行为
给予严惩。

以生长在普拉兰岛上的海椰子为
例，海椰子是塞舌尔的国宝级特产，因
而政府对海椰树采取了最严格的保护措
施。私人未经政府许可不允许采摘、出

售、出口海椰子，市场上买不到完整的
海椰子果，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或出口许
可才能购买到其果核，每颗果核售价不
低于 200 美元，带出境时还须持有当地
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偷吃海椰子将被判
5 年监禁。

作为交通部长兼塞舌尔航空公司董
事长，乔尔·摩根把吸引更多的中国游
客来塞舌尔旅游作为工作重点。据他介
绍，近年来赴塞舌尔的中国游客数量一
直在增长。2012 年的中国游客数量为
4485 人 次 ， 同 比 上 一 年 增 长 111% 。
2013 年 ， 有 近 万 名 中 国 游 客 赴 塞 旅
游。2014 年，这一数字更是有望攀升

至约 13000 人次。
2014 年，中国已成为前来塞舌尔

旅游的全球第四大海外市场。乔尔·摩
根强调说，航空运输业对于塞舌尔旅游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无论是塞舌尔航空
稍早前开通的香港航线，还是通过与其
战略合作伙伴阿提哈德航空的紧密合
作，以及看好这一市场的其他航空公
司，都将成为塞舌尔旅游业发展和成长
的重要支撑。“2015 年春节，将会有更
多中国游客来塞舌尔旅游，我们非常希
望能够开通更多的航班和航线以方便中
国游客，让他们充分体验塞舌尔原生态
的自然风光和友好的民俗风情。”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投资额为20亿元人民币
的 ABB 厦门工业中心日前举行奠基仪式。该中心建
成后，将使目前分散于厦门的多家 ABB 企业、研发中
心及其生产、仓储和办公室整合到该中心，以进一步推
动ABB在华业务的发展。

ABB厦门工业中心将分为两期建设，预计分别在
2016 年底和 2019 年底完成，总占地达 43 万平方米。
ABB（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顾纯元表示，ABB
厦门工业中心的设立是公司在华发展的新里程碑，将
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壮大生产经营规
模并降低能耗。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最
新数据显示，由于油价下跌及需求疲软导致进口下降，
美国 2014 年 11 月份贸易逆差为 390 亿美元，环比下
降7.7%，市场预期为418亿美元，创2013年12月份以
来最低。

数据显示，美国 2014 年 11 月份商品和服务出口
1963.6亿美元，环比下降1%；进口2353.6亿美元，环比
下降2.2%。其中，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是进口额下降的
主要原因，美国 2014 年 11 月份原油进口均价为每桶
82.95美元，2013年同期均价则为每桶94.69美元，原油
贸易逆差大幅下降25%至114亿美元，为11年来最低。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茨厂街，商家推出有中国农历新年特色的装饰吸引客人前来选购。图为顾客在挑选商品。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李春霞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联合国拉
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日前向“中国—
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提交了 《与中
国探索经贸和投资合作空间》 报告，认
为“中国已成为正确理解全球化进程的
关键因素”。

报告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以国
际贸易、对外投资和技术创新作为三大
引擎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国际

融资的来源国并加速改变着世界经济的
版图。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重新定
义了亚太地区价值链格局，刺激了国际
产业间的贸易和交叉投资，增强了广大
发展中经济体的联系，推动了新兴经济
体的国际化进程，缩减了它们与发达工
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该委员会执行秘书阿丽西亚·巴尔塞
纳指出，中拉贸易在过去 15 年间翻了 20

多倍，中国已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对外
贸易的关键伙伴和融入亚太大市场的重
要窗口。该委员会国际贸易和整合部主
任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建议，随着中国
经济进入“新常态”，各国应尽快围绕中国
倡议的中拉合作 5 年规划和“1+3+6 合作
框架”制定适当的对接战略，以便更好地
应对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培
育、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挑战。

中国成为正确理解全球化关键因素

9.18亿桶

伊拉克公布2014年石油出口量
据新华社巴格达电 （记者尚乐 陈序） 伊拉克石

油部发表声明说，该国2014年日均出口石油245万余
桶，全年出口石油约9.18亿桶，创收约842.15亿美元。

数据显示，2014 年伊拉克月均石油出口量约为
7651.1万桶，均价约106美元，月均创收超70亿美元。
据悉，2014年约30家石油公司从伊拉克进口石油。

根据初步统计，2014年12月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创
1980年以来历史新高，达到9114万桶，日均出口量超
294万桶。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2014年12月石油出
口价格为每桶57美元，较上半年大幅下跌，导致当月石
油出口收入仅为52.47亿美元。

继 《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
柱》 之后，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
比特再携新作 《大变革》 来华，他在接
受 《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发展
后劲十足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格局
中扭转乾坤的力量，世界经济重心正自
北向南转移，以 150 个新兴经济体为主
体的南环经济带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
局。大变革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
际经济格局的“新常态”。

中 国 经 济 后 发 优 势 持 久

从《亚洲大趋势》到《中国大趋势——
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约翰·奈斯比特无
疑从一个宏观而独特的角度，论证了中
国近 30 年的改革与发展。谈及中国当前
的全面改革进程，奈斯比特认为，“新常
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换挡只是
表象，实属必然，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
优化升级才是本质。尽管当前经济下行
压力明显，但随着中国更注重生态保
护、进一步释放科技进步与创新潜力，
加之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以
及引进来、走出去同步进行等利好因
素，正在为后续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储备更多动能。这种结构调整带来的后
发优势必然是持久的、可持续的。

奈斯比特预测，从近期来看，中国在
“新常态”下仍有 7%至 8%的经济增长实
力。从长远来看，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
发展速度仍将维持在世界领先地位。他

认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
是高效的投资，如在基础设施、新能源、环
境保护、外贸附加值，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与创新研发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与此
同时，更要发挥市场作用，探索未来新兴
产业的发展趋势，让数字化与互联网等新
业态成为发展红利。

结构性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进程，既
要善于挖掘发展潜力，又需预知风险，防
患于未然。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最突出的
特点在于愿意进行跨越式改革，这尤其考
验灵活性与迅速调整应变的能力。一方
面要勇于承认过去的错误，一方面要善于
不断分析，重新组合以优化自身前进的方
向，一旦改革出现问题，能够立刻改变航
向。中国领导人的学习欲望与求知欲很
强，这能保证中国在改革中及时调整思
路，并推行最佳经验和方案。奈斯比特强
调，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在
这样的时期，维持经济与政治稳定远比取
得今天的成就更加困难。

中国正在改写全球投资与贸易格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改写
全球投资与贸易格局，奈斯比特指出，中
国经济发展不仅在改变全球资本投资格
局，其倡导的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等
跨区域经贸发展模式也正取得实质性成
果，成为新国际经贸格局的缔造者。2005
至 2013 年，中国的全球对外投资额达到
6880 亿美元。其中，“中国—非洲—拉丁

美洲三角”已成为南环经济带中最重要的
同盟关系。目前，拉美在建的基础设施项
目中，中国投资总额已达 5000 亿美元。
自 2003 年起，中国各大银行为拉美提供
了 860 亿美元贷款，超过了美洲开发银行
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总和。同时，中国也是
拉美国家最大的债权国，仅委内瑞拉就向
中国贷款 500 亿美元。奈斯比特认为，到
2016 年，中国可能超过欧盟成为拉美第
二大经济伙伴。

与此同时，2010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
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 年中非贸
易额攀升至 2000 亿美元。奈斯比特表
示，中非贸易额在过去 12 年间增长了 20
多倍，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13 年的
2100 亿美元，拉美与非洲国家已成为中
国全球化整合中的最大贸易赢家。

奈斯比特强调，他多年的详实研究成
果，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发展正改写世
界经济格局的宏伟蓝图，亚洲、非洲、拉丁
美洲三大经济板块，以中国为坚实和深厚
的纽带，正连成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南环经
济带，“过去那些处于西方外围的国家和
地区，比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
正在成为多中心世界新的经济中心，改变
全球经济赛事的战局。”

中国提升软实力任重道远

在这一大变革中，尽管中国的作用不
可替代，但仍有不少改善余地，如在大局
观的框架内实施联盟战略，继续加大同拉

美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为经济发展创
造更多机会。而当下最迫切的应该是提
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和话语权。
奈斯比特指出，以世界银行为例，中国的
话语权与其国际经济地位就严重不符，中
国的选票权重只有5.3%，而美国的权重是
16%，这个比例未能反映中国真正的经济
实力。

在奈斯比特看来，中国提升国际话语
权的瓶颈之一是缺乏有效的国际沟通能
力，即软实力。中国当前的国际沟通能力
远落后于其经济实力。提高国际交流能
力与软实力是一个长期过程。他建议，中
国需要创新视角来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
以一种自下而上、更能唤起他国民众感情
共鸣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这不仅需
要准确理解他国语言，更需要理解他国的
思维模式，了解国外领导层的行事风格与
思维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表达与思
维模式上的相互理解。与此同时，加强中
国与他国城市间的交流也是中国提升软
实力的重要途径。

展望未来，约翰·奈斯比特相信，发展
后劲十足的中国，作为南环经济带的主要
纽带国家，其崛起已经改变了地球的每一
个区域，且正在成为重塑世界经济与政治
格局的主要力量。从长远来看，随着西方
国家影响力日渐式微，发达经济体与新兴
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将逐渐转化为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21 世纪的前
50年，这样的变化与南环经济带国家的迅
速崛起将成为主旋律。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中国主权
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日前发布的 2015
年全球主权信用风险展望报告认为,今年
高负债发达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将从集中爆
发期过渡到新一轮潜伏期。高负债发达国
家维持超低利率的货币环境，正导致全球
金融投机盛行，全球范围的资产价格泡沫
膨胀和外债风险上升。

大公认为，美国经济正进入新一轮上
升周期，但高企的联邦政府债务负担难以
明显下降。出于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
需要以及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现实，海外支
出和社会福利等刚性支出较快上升使美国
政府在中期内难以实现初级财政平衡，债
务负担将徘徊在高位。今年下半年美联储
有望小幅试探性加息，但长期延续低利率
将推动信用需求的扩张逐渐超过传统银行
体系的信用供给能力，美国主权信用风险
进入新的潜伏期。

报告指出，结构性改革滞后将使欧元
区和日本深陷低增长、高负债困境，偿债
能力脆弱。经济复苏乏力和财政巩固进程
放缓使法国、意大利政府债务增速难有明
显收敛，并将拖慢欧元区财政巩固步伐。
由于结构性改革滞后，日本长期经济增长
前景低迷。2015 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将突
破 250%，政府更加依赖债务货币化方式
维持主权债务泡沫，偿债能力脆弱性
增加。

报告认为，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巩固中
国政府偿债能力。中国政府在依法治国、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等方
面的政策措施，有助于中国释放增长潜
力。地方政府债务清理有利于各级政府隐
性债务风险降低，稳固中央政府偿债
能力。

发 达 国 家 信 用

风险进入潜伏期

1 月 9 日至 18 日，第 61 届伦敦船展在伦敦东区
EXCEL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超过 400 家展商参
加。图为EXCEL国际会展中心船展内景。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