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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加紧实施吸引外资策略

□ 本报驻河内记者 崔玮祎

越南计划投资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 年越南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近 220 亿美元，总额略有下降，是 2013 年总量的
98.1%。为此，越南总理阮晋勇近期多次在政府会议中强
调，各部门要加强管理和相互合作，着重改善经营环境，以
期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据越通社报道，越南 2015 年前 2 个月经济有所改善。
工业生产指数（IIP）增长 7%,商品出口额达 230 亿美元，同
比增长 8.6%，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达 160 亿美元，增长
12.4%。今年前 2 个月，越南获外国新增投资项目 148 个，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7.1%，其中
加工制造业新获外国投资项目最多，达 65 个。

近来，除了政府举行多场会议强调要加大外资引进力度
外，越南政府还将具体措施写进了政府文件。在越南今年出
台的第 19 号政府文件中，尤其强调将进一步简化税务、海
关、社会保险等部门的工作流程，加强有关部门的巡查、监察
力度，并督促中央及地方政府建立与之配套的现代化市场体
系，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今年 2 月份，越南将公私合
营模式（PPP）明确写入了政府文件，外国投资作为公私合营
模式的重要一环，可在交通、发电、供水、医疗经贸等诸多基
础设施领域与越南政府合作，并享有土地、税务等方面的诸
多优惠。

2015 年,外部利好因素也为越南加大引资力度、发展
经济提供了更多机会。首先，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的创始国之一，越南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缺口将随

着亚投行业务的开展得到解决。其次，预计 2015 年年底成
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将进一步优化成员国内部资金、技
术等方面的自由流通，东盟也将为成员国带来更多的外
资。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等协议的签订，以及越南与欧盟、韩国等
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越南更广泛地吸引外资创造有
利的外部条件。

尽管如此，越南政府在引进和使用外资的道路上依然
面临着不少问题。

首先，发生在 2014 年针对外资企业打砸的事件影响依
然存在，虽然大部分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复工，但外国投资
者对于越南是否是投资乐土的质疑依然存在，继续修复投
资者的投资信心并进一步做好理赔工作，将是越南政府下
一步重点解决的问题。

其次，越南政府近年来逐步开始重视外资项目带给环
境的问题，引进外资门槛的相对抬高和大批国际企业的进
驻，导致劳动力价格相对上升，形成了投资者开始向劳动
力更为廉价、门槛相对较低的孟加拉国、缅甸等国转移的
趋势。

此外，越南现阶段税务、海关等与外资联系密切的部
门存在部分办事不规范、手续繁琐等问题，这都在一定程
度上给投资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越南总
理阮晋勇才多次在政府会议中一再强调要做好监察工作，
简化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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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多年来首现初级财政赤字
据新华社圣保罗电 巴西央行最新数据显示，

2014 年巴西初级财政出现赤字，政府去年初制定的初
级财政盈余目标落空。

巴西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巴西初级
财政赤字达 325.36 亿雷亚尔（约合 137.6 亿美元），占
巴西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0.63%，是 2001 年以
来首次出现赤字。

包括公债利息在内的总财政赤字，2014 年几乎
增 长 了 两 倍 ，达 到 3439 亿 雷 亚 尔（约 合 1285 亿 美
元），占 GDP 的 6.7%，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总体财政
赤字最高的之一。

2014 年巴西政府最初的财政计划是初级财政盈
余达到 GDP 的 1.9%，此后由于经济下滑、开支增加，
政府不得不抛弃了这一目标。但最终出现赤字还是出
乎市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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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 月新房开工环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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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冬季严寒天气影响，美国 2 月
份新房开工环比大幅下降17%。分析人士认为，严寒天
气结束后，贷款利率维持低位、就业稳定增长、消费信心
持续上升等因素会继续支撑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美国 2 月份新房开工量
年化值为 89.7 万套。其中，占新房开工超过六成的独
栋房屋开工年化值为 59.3 万套，环比下降 14.9%。反
映未来行业走势的新房建筑许可证发放量，经季节调
整后，年化值为 109.2 万套，比前月修正后的数据环比
上升 3%。

本版编辑 毛 铁 连 俊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投资协调委员
会近日宣布，将从今年4月开始放松对外国资本的管制。

该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斯巴拉尼表示，印尼政府注
意到日本、中国等主要投资国在印尼的企业及投资者持
续抱怨印尼对外资限制过多，为鼓励外资加大对印尼的
投资，故决定从4月始从本国部件使用率、投资额度、用
工规模、出口产品占比等方面放宽外资准入条件。

印尼4月起放宽外资准入条件

北欧花园园艺展日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国际会

展中心拉开帷幕。今年的主题是“夏季沙龙——花园设计

的灵感和创造”。图为参展商为参观者讲解园艺设计。

新华社发

韩国和中国自古以来同为人参栽培大国，中国东北出

产的人参与韩国高丽参实际上是同一物种。然而，近些年来

高丽参却一直占据产业高端，其整体销售价格比中国人参一

度高出 15 倍之多。韩国人参行业是如何做到大幅提升产品

附加值的。笔者试着从市场推广、生产管理和产品研发等方

面探寻答案。

从市场推广角度来看，高丽参在韩国人参行业及韩国

政府力推之下，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国礼、韩国对外的名

片。因此收获的高端、贵重的形象，反过来也加强了国外

市场对其的了解和关注，进而拉升产品附加值。目前，高

丽参的出口量已超过总产量的 10%。据韩国人参公社提供

的数据，该企业 2013 年对华出口额达到了 4394 万美元，较

10 年前增长了 3 倍；同期对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市场出口

额为 940 万美元，10 年间增长近 5 倍；而新开拓的东南亚

市场出口增长最快，虽然总额 （554 万美元） 还不及中

国、北美市场，但 10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 30倍。

高丽参在出口市场的火爆，也带动了其国内市场的

发展。根据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的资料，2013 年韩国高

丽参市场的产值为 5869 亿韩元 （约 34 亿元人民币），销售

额达到 1.3 万亿韩元，占韩国健康功能食品市场份额的近

40%。目前，韩国高丽参生产企业有 156 个，市场规模较

10 年前翻了一番。

正确的市场推广策略只是韩国人参行业取得成功的

原因之一，严格的生产和安全管理带给消费者的信赖才

是高丽参市场做大做强的基础。据业内人士介绍，韩国

人参从栽培到包装后的库存管理，共分为 8 个阶段，要

经过 260 余道检测程序，任何一道检测不合格的产品都

不能最后晋升成品。以韩国最大的高丽参生产企业人参

公社为例，他们对人参的品质管理起于人参栽培前的土

壤检测，只有土壤合格的农户才有与人参公社签约的机

会，人参公社也只会收购签约农户栽培的人参；而且人

参公社会不定期地监测抽查签约农户，出产后的高丽参

在生产全过程中都带有标签，标签中详细记录了生产

者、产地、收货日期等信息。

产品研发力度的不断加大，是韩国人参行业快速成

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高丽参制品也由此越来越呈现出

多样化和细分化的特点。曾几何时，韩国高丽参的消费

群体也只是集中在中老年层，但随着产品系列的不断丰

富，食用高丽参制品在韩国已经不分男女老幼。现在，

针对儿童有增进免疫力和促进身高发育的产品，针对青

少年有增强记忆力和集中注意力的产品，韩国的高丽参

产品目前已经超过 2000 种。一些企业通过研发，将高丽

参提取物用于化妆品生产，进一步提高了高丽参的产品

附加值，一些产品甚至可与韩国最高端化妆品的价格旗

鼓相当。

中国是韩国高丽参最大的海外市场，同时也是世界

最大的人参生产基地和出口国。韩国人参产业的发展

经验，对中国而言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目前，中韩

两国已就自由贸易区 （FTA） 完成实质性谈判，两国的

人参行业可以此为契机，创造更多合作和发展机会。

高丽参如何成了韩国名片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奥地利国际经济研究所和
高等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了最新经济预测数据，分别预期奥地
利今年经济增长仍保持在 0.5%和 0.8%。对于明年的经济增
长，两家机构分别给出了1.3%和1.6%的预测。

由于奥地利将从2016年开始实行新税收政策，进一步强
化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保障。专家认为，此举将给今年奥
地利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提前量效应”。民众在收入增长的
预期下，会提前增加消费，因而今年的消费水平会随之提升。

虽然明年奥地利的增长预期较今年有明显上调，但两家研
究机构的分析均认为，奥地利经济今明两年增长水平仍将低于
欧盟的平均水平。专家指出，如果奥地利不在经济政策上作出
进一步调整，整体经济增长仍将缺乏动力。

较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欧元汇率下
跌，将有助于帮助奥地利经济实现更好增长。但也有专家指
出，奥地利的主要贸易伙伴仍集中在欧元区，欧元贬值并未使
奥地利企业获得明显的实惠。

令人担忧的还有奥地利的就业情况。虽然在欧盟范围内
看，奥地利的就业水平十分令人羡慕，但该国失业率上升的趋
势仍须警惕。预测显示，今明两年奥地利的失业率将会达到
9.1%和9.4%（按本国方法计算），并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
在9%以上。

价格方面，尽管奥地利去年通胀率维持在1.7%左右，但受
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影响，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将下调至1.3%和
1.5%。

奥地利经济增长今年难见起色

图为越南工人在外资厂商加工电子产品。 本报记者 崔玮祎摄

赞比亚—中国经贸旅游论坛举行

双方签署投资协议

总额近8亿美元
本报北京3月31日讯 记者杨国民报道：由中

国有色集团、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馆联合主办的赞比
亚—中国经济、贸易暨旅游论坛，今天在中国有色集
团隆重举行。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赞比亚总
统埃德加·伦古出席了当天的论坛。

当天的论坛上，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与
11 家企业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涉及基础设施建
设、冶炼及加工制造、农业投资、新能源投资、信息科
技投资等多个领域，投资金额总计近8亿美元。

中国有色集团是赞比亚最大的中资企业。两
年前的 2013年 4月 11日，中国有色集团曾联合赞
比亚驻中国大使馆举办“赞比亚—中国经贸论坛”，
中国有色集团投资的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与12家企业签署了投资意向书，意向投资金额总计
1.1亿美元。

目前，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累计投资超过26
亿美元，拥有14家出资企业，为当地提供了14000
个就业岗位，提供各种捐助 2000 万美元，被称为

“中赞全天候友谊最好的诠释者”。中国有色集团投
资的谦比希铜矿和谦比希铜冶炼厂，是中国在海外
建成的最大有色金属矿山和铜冶炼厂；投资的赞比
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和赞比亚第一个多功能经济区，
开创了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新模式，已经吸
引投资14亿美元，拥有入区企业48家，区内企业累
计实现销售收入80亿美元。

本次论坛旨在进一步扩大合作区的影响力，带
动更多中国企业走进赞比亚，打造中资企业联合出
海的典范。伦古总统在讲话中强调，此次中国之行
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希望此次论坛能够
成为拓展中赞两国友好合作的一座桥梁，带动、引领
更多中国企业到赞比亚投资兴业。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第五届中非卫生合作
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350余位政府官员、
学者、私营部门、国际组织代表及中非卫生负责人齐
聚一堂，探讨如何利用中国与非洲的资源和经验，促
进双方的卫生事业取得更大发展。与会代表就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的新途径展开了深入讨论。

非洲联盟社会事务委员穆斯塔法·斯迪克·卡
洛克指出，在 2013 年签署的《中非部长级卫生合
作发展会议北京宣言》内容基础上，研讨会将新的
关注点投向探索以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这一目标，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所需的医疗卫
生服务，并且不会因此而陷入贫困。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讨论了一些跨领域的事
项，如怎样通过公私合营企业和技术转移协议确
保医疗卫生产品流通。此外，研讨会专门设立了
疫苗专题讨论，以作为对中国不久前向疫苗联盟
承诺捐赠 500 万美元这一标志性举措的积极回
应，并且认可中国作为全球疫苗供应者的重要角
色。研讨会还从抗击埃博拉疫情出发，探讨了如
何加强卫生系统建设，从而提升非洲国家的整体
卫生能力。

会议发布《第五届中非卫生合作国际研讨会
政策建议》，呼吁中国、非洲和国际有关方面深化
彼此之间的对话、增加卫生投资、确保双方合作策
略与非洲区域及国家战略保持协调一致。此次研
讨会及《建议》，将为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非部
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奠定基础，该会议是中非
合作论坛（FOCAC）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非卫生合作国际研讨会举行

探讨全民健康

覆盖新途径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奥地利央行最新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奥 地 利 银 行 贷 款 利 率 已 经 降 至
2.37%，比欧元区平均利率水平低 0.7%。

此外，奥地利住房贷款利率也首次降至 1.98%。
分析认为，欧洲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导致目前奥地
利银行贷款利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尽管银行利差收入随着利率的下降而缩小，但奥
地利央行专家认为，这不会对奥地利银行的盈利水平
造成根本性影响。

2.37%

奥地利银行贷款利率下降

中国非遗美食在巴黎获好评
本报巴黎电 记者陈博报道: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近日举办了“2015 中国美食走进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暨
中国非遗美食品鉴会”。

来自中国 11 个省区市的 21 位烹饪大师当场献上
了 22 道精美的中国美食，并现场演示了多种中餐美食
的制作过程。到场嘉宾观摩了菜品制作全程并亲自品
鉴。嘉宾们对中国美食及中国烹饪大师们的精湛厨艺
好评如潮。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2015 年巴
中商业论坛日前在伊斯兰堡巴中友谊中心隆重举
行。该论坛自2013年以来已连续召开3届，主要在
民间层面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快速、健康发展。巴基
斯坦工商联合会主席在开幕致辞中指出，论坛将为
两国商界人士提供密切经济往来的重要机会。

统计显示，自 2006 年两国签订自贸协定以
来，双边贸易额以两位数速度持续增长，目前已突
破 1500 亿美元大关，较自贸协定签署前提高了 3
倍。除双边贸易突飞猛进外，中国对巴投资也迎
来大发展，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战略提出以来，中
国在道路交通、能源电力等事关巴国计民生的重
要经济领域对巴投资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上马了
一批长期杠杆作用明显的重大项目，为巴自身经
济发展驶上快车道、摆脱对外依赖起到了强有力
的助推作用。

此次商业论坛期间，整个巴中友谊中心被布
置成一个巨大的展区，中巴两国民营企业成为展
区内的主角。除了琳琅满目的有形商品外，集中
分布在 B 展区的咨询服务商展台前人头攒动，一
家名为“丝路咨询”的巴方公司展台工作人员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公司选择“丝路咨询”作为名
称，正是受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启发。

巴中商业论坛举行

促进两国经济

合作快速发展

□ 杨 明

杜邦与中化组建合资公司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由杜邦与中国化工集团

下属部门组建成立的昊华晨光杜邦氟材料（上海）有限
公司，日前在上海奉贤化工园区正式投入运营。

杜邦应用化学及氟产品事业部总裁万兰克表示，
该合资公司致力于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氟材料。据
悉，杜邦公司计划于 2015 年中期完成对其高性能化
学品业务的分拆，成立新的高性能化学品公司并独
立上市运营，氟橡胶业务将成为新公司业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