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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日前发布《2015
年信息经济报告》称，在全球130个经济体中，
小型欧洲经济体在“企业对消费者（B2C）电子
商务”领域最为发达，发展中经济体则在迅速
迎头赶上，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市场。
根据这份最新年度报告，“企业对消费者

电子商务”指数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依次是

卢森堡、挪威、芬兰、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
丹麦、韩国、英国和以色列。在发展中经济体
和新兴经济体中，排在前面的都在东亚，包括
韩国和新加坡等，特别是中国，实际上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市场。
与此同时，就实际上网购买率而言，巴西、中国
和俄罗斯本年度的表现均好于预期。

贸发会议称，目前全球“企业对消费者电
子商务”交易总额每年在1.2万亿美元左右，

比起“企业对企业（B2B）电子商务”每年高达
15万亿美元的交易总额要小得多。但是，“企
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正迅速发展，尤其在亚
洲和非洲。预计到2018年，发展中经济体和
转型经济体将占全球“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
务”交易额的40%左右，而发达经济体的份额
将从70%降至60%。

报告还分析了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企业对
消费者电子商务”所面临的制约性因素，例如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和大西洋地区，邮
政服务亟需延伸到千家万户；而在非洲，电子商
务的发展受制于偏低的互联网接入率。

报告指出，随着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提
高互联网接入率、创造新的电子商务软件平
台及支付手段，并且使地方电子商务公司能
够为当地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与服务
等，这些经济体“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将会
得到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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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英国建筑业 PMI 持续上升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英国市场研究机

构马基特日前公布的报告显示，2 月份英国建筑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60.1，高于 1 月份 59.1 的水平，
连续 22个月高于行业枯荣线。

报告显示，建筑业部门产出在去年 12月份降至 17
个月最低水平后，受新年度建筑业订单数量和消费者
建筑开支双重上升影响，1 月份和 2 月份持续强势反
弹。与此同时，建筑业产出的上升进一步带动了该产
业就业数量的提升。

6.4%

澳大利亚失业率创 12 年新高
据新华社悉尼电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

数 据 ，经 季 节 调 整 后 ，该 国 今 年 1 月 份 失 业 率 为
6.4%，环比增长 0.3 个百分点，创 2002 年 8 月份以
来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1 月份澳全职岗位数
量环比减少约 2.8 万个，兼职岗位增加约 1.6 万个，
整体就业人数环比减少 1.22 万人，至 1166.9 万人。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受能源价格下降影响，1 月美国批发物价指数连续
第三个月下降，且降幅有所扩大。

数据显示，1月美国批发物价指数经季节调整环比
下降 0.8%，高于前一个月 0.2%的降幅。1 月美国商品
价格环比下降2.1%。

0.8%

美国批发物价指数环比下降

汽车业成匈增长引擎

据新华社圣保罗电 据巴西环球网报道，2014 年
12 月巴西国内信用卡年均利率达到 258.26%，创下自
1999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该数据由巴西全国金融、管理和核算执行协会
（ANEFAC）发布。对于巴西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信用
卡每透支100雷亚尔（约合37美元），一年后需连本带利
偿还358.26雷亚尔（约合133美元）。数据表明，2014年，
巴西包括信用卡贷款、车贷、银行商贷等在内的六种个人
贷款平均年利率达到108.16%，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

258.26%

巴西信用卡利率达 15 年最高

近日，记者就中国和巴基斯坦伙伴关系发展、中巴经
济合作等话题，采访了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中国方向专家
马利克·艾赫迈德·拉希德博士。

记者：中国在最近举行的“两会”上提出，要做全球经济

体系的建设者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您对此有何解读？

马利克:中巴两国是战略伙伴和好兄弟。随着中国成为
最大的全球经济体之一，其国际责任也在增加，一个由中国
积极参与的全球经济体系将会繁荣发展。许多亚洲国家发
展水平仍然较低，2020年前，仅基础设施建设一项的资金需
求就将高达每年7000亿美元。去年10月由中国牵头设立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针对这一需求应运而生，巴
基斯坦则是重要参与国。中国主办的博鳌论坛是非政府领
域的另一大重要平台，巴基斯坦也一直积极参与其中。

记者：王毅外长在访巴时指出，如果说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是一曲交响乐，那么，中巴经济走廊就是第一乐章中的

华彩。您如何看待巴基斯坦在中国宏伟战略布局中这一

“开局者”的特殊地位？

马利克:毫无疑问，巴基斯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巴经济走廊为巴基
斯坦发展带来了宝贵机遇。中国提出要帮助巴基斯坦建设
一个布局现代、发展快速的国内经济，巴基斯坦未来的国家
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而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是巴基斯坦国
家命运的“改变者”，也是两国特殊伙伴关系的重要符号。

记者：巴基斯坦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

有着不同形式、不同侧重的经济合作。相较于巴基斯坦与其

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您认为中巴经济合作有什么独特之处？

马利克:目前，巴基斯坦遵循竞争性招标机制，为全
球投资者提供了程序上的公平，只有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才
能参与巴基斯坦项目建设。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投资不

仅规模巨大，而且充分履行社会责任。除了投资经济项目
本身外，还兴建医院、技能培训中心等项目，提高了当地民
生和就业水平。

记者：从地理上看，中巴经济走廊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北方向上得到连接，您认为这

对巴基斯坦意味着怎样的发展机遇？

马利克: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将有望成为中国货物的
转运枢纽，其经济命运也将与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紧密相
连，成为经济上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巴基斯坦的自身
经济结构也会有所改观，逐渐成为类似新加坡、迪拜的转
口枢纽型经济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谓高瞻
远瞩，将会和工业革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里程
碑。我预计，“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在地区内带来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巨大积极转型，巴基斯坦将受益于此，自身战
略重要性也将极大提高。

记者：您最近正在主持撰写一本全方位论述中巴全天

候战略伙伴关系的图书，能否先就其中有关两国经济合作

的内容作一介绍？

马利克:我一直都认为，有必要对中巴双边关系作出更
多论述。目前，一些国家的学者正在从错误的视角审视中
巴关系。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就中巴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做
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书中论述两国经济关系的章节将
重点包括1949年以来两国间贸易往来、投资关系和中方
对巴的经济援助。另外，还将单设一章专门论述中巴经
济走廊这一宏伟工程，并以全球视角对其加以审视。中
国是巴基斯坦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投资伙伴国。
从正确的角度入手，向巴基斯坦国内外读者强调中巴
两国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正是我撰写本书的主要
初衷。

经济合作是中巴关系坚强支柱
——访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专家马利克·艾赫迈德·拉希德

□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匈牙
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日前强
调，匈牙利要实现对外经济目标，汽车工业的
稳步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西雅尔多说，去年匈牙利汽车工业产值
66515亿福林（约合217亿欧元），同比增长
23％。汽车工业出口同比增长21％，汽车制造
业的就业人数同比增长15％。

西雅尔多指出，匈牙利对外经济有3个
主要目标，即在欧盟成员国中，匈牙利汽车工
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出口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在中东欧国家中，
人均外国直接投资额最高。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最
新发布的《2015 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预测，2015 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达到 7.2%，2016 年
为 7.0%，中国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其全球 GDP 增长最大
贡献者的地位。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表示，尽管存在一些导致
增速减缓的自然因素，如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但只要政府稳步推进改革议程，提高生产率，中
国经济就可以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

报告提出，受国际食品和石油价格疲软和信贷增速
放缓影响，2014 年，中国通胀率比上年有所下降。预计
这一趋势将在 2015 年持续，并在 2016 年出现轻微回
升。报告预测，2014 年，人民币对中国大部分贸易伙伴
国家货币开始升值，2015年这一现象可能会持续。

亚洲开发银行报告预测

中国可以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美财长批评国会

阻碍 IMF 改革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美国财

政部长雅各布·卢日前表示，国会迟迟未批
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改革方案，
正危害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

雅各布·卢表示，美国迟迟不能批准
IMF 的出资分摊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导致
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怀疑
美国对 IMF以及其他多边组织的承诺。

他说，美国批准 IMF 的治理改革方
案，提升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在该基金
中 的 地 位 达 到 与 其 经 济 实 力 相 符 的 水
平 ，是 加 强 IMF 核 心 地 位 的 重 要 环 节 。
他认为，IMF 改革将说服新兴国家继续
留在这一由美国协助设计并持续领导的
多边系统中。

本报上海 3 月 25 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2015 国际滑联
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今天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开幕，国际滑冰
联盟主席奥塔维奥·辛匡塔说，这是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首次
来到中国，希望运动员们作为比赛的主角能够全力以赴，以最
精湛的表现让本届世锦赛成为一届精彩难忘的盛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本届赛事组委会执行主任肖天，代表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中国滑冰协会向参赛运动员、教练
员、赛会官员及所有来宾和观众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拥有100
多年历史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第一次落户中国上海，特别感
谢国际滑联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对中国滑冰协会的支持与
信任，感谢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感谢为此次赛事付出辛勤劳

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预祝 2015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冰锦
标赛取得圆满成功，祝愿所有参赛选手取得好成绩。

开幕式后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冰上运动展示。多媒体情景
秀《冰·缘》以新疆阿勒泰地区岩画及《冰嬉图》为背景，生动展
现了人类最早滑雪狩猎的情形和滑冰运动在民间的盛行。中
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奥运冠军申雪、赵宏博，青年花样滑冰运动
员王雪涵、王磊，共同带来冰上歌曲《飞得更高》。在观众们的
欢呼声中，世界花样滑冰史上创造奇迹的运动员代表陈露、梅
丽尔·戴维斯、查理·怀特、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先后登台，展示
各自高超的冰上技艺。歌唱家廖昌永、刘恋共同演绎的主题曲

《冰·缘》，将整场冰上运动展示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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