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 球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3日 星期五4

6.8%

德国 3 月失业率创同期新低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联邦劳工局

数据显示，3 月份德国失业率为 6.8%，与上月相比减少
0.1%，成为 1990年以来当月最低纪录。

数据显示，3月份德国失业人数共计293.2万，环比减
少8.5万人，同比减少12.3万人。联邦劳工局局长魏泽表
示，就业市场的良好发展势头仍在持续，这得益于德国的
良好经济发展势头和春季经济复苏。通常来看，因天气回
暖建筑业等重新开工，3月份失业人数都会有所下降。

3102.9万桶/天

3 月份欧佩克产量创新高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英国全英房屋抵
押贷款协会最新数据显示，3 月英国房屋价格年度增
幅为5.1%，较2月5.7%的增幅有所下降，房价年度增
幅连续第七个月放缓。

数据显示，受当前英国金融系统更为严格抵押贷
款审查影响，近期抵押贷款批准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20%，成为限制房价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3 月份英
国总体房价月度增幅为0.1%。

数据显示，英国房地产价格地区分布仍呈失衡
状态。其中，伦敦及其周边地区房价增幅在 10%以
上，北爱尔兰房价年度增幅为 5.7%，英格兰西北
部和苏格兰地区房价增幅仅维持在 1.3%左右，威
尔士地区房价增幅仅有 0.5%。

5.1%

英国 3 月房价增速放缓

中东欧成立中医孔子学院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匈牙利佩奇
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揭牌仪式日前举行。这座孔子学
院是匈牙利乃至中东欧地区第一所中医孔子学院。
由河北联合大学与匈牙利佩奇大学两校共建。

该学院的建立将为匈牙利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
打开一扇学习中国语言、品味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传
统医学的大门，同时学院也为匈牙利文化在中国传
播开辟了窗口。据悉，全球目前共有七所中医孔子
学院。佩奇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是匈牙利建立的第四
所孔子学院。佩奇大学创建于 1367 年，为匈牙利第
一所大学。

本版编辑 毛 铁 连 俊

阿联酋将允外商全资控股

本报开罗电 记者鲍显铭报道：埃及政府日前公
布了酝酿已久的计划，将建设一个全新的行政首都。

根据目前的计划，新首都将占地 150 平方英里（约
388平方公里），能容纳700万居民。

新首都的具体地址可能是在开罗的东面，位于
苏伊士运河和埃因苏赫纳公路之间。建成后，所有
政府机关和外国驻埃使馆均将搬至新首都。埃及住
房 部 部 长 表 示 ，新 首 都 建 设 预 计 将 花 费 450 亿 美
元。此外，埃及政府还计划修建一个比伦敦希思罗
更大的国际机场，以及太阳能农场、4 万间酒店、将
近 2000 所 学 校 、18 家 医 院 ，以 及 至 少 6000 英 里

（9656 公里）的公路。

埃及拟修建新行政首都

阳春三月，在风光绮丽的乞力马扎罗山
麓，坦桑尼亚阿鲁沙市，第三届中非青年领导
人论坛落下帷幕。与会的非洲38个国家的政
商学界青年领袖与我国青年代表碰撞思想，
就中非经贸合作与民间交流达成广泛共识。

把握历史性合作机遇
从《温得和克宣言》到《阿鲁沙倡议》，中

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已走过4个年头，成为中
非民间交流的主要平台之一，中非经贸合作
的深入不断丰富着其内涵与外延。

当前，中非经贸合作势头强劲。自2009
年起，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
伙伴国。中国对非贸易额从 2000年的 106
亿美元增至去年的2200亿美元，对非投资
存量从5亿美元增至300亿美元，仅去年全
年的新增对非投资即达39.9亿美元。中非关
系正在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格局。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认为，当今时代是
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中

国的发展与非洲的崛起最令人瞩目。中非合作
是双方共同发展的助推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非洲，中国发展与非洲发展互为机遇。

坦桑尼亚前能源与矿业部部长穆亨戈认
为，非洲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人力资本是未来非洲经济的最大优势。非洲35
岁以下人口占10亿总人口的35%，人口结构
还将日益年轻化。如何将人力资本转化为青年
人的充分就业是巨大挑战。非洲既需要承接中
国的产业与技术转移，更需要培育本地创新，发
展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与空间科技，希望寄托在
中非年轻一代的交流合作，希望中国吸纳更多
非洲年轻人参与对非培训项目。

2000年，非洲每出口100美元商品卖到
中国的只有3美元多，如今这一数字增至20
美元。尼日尔总统经济顾问哈鲁纳认为，非洲
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处于全球价值链最低端，
迫切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转型升级，
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望中国积极
参与非洲公路、铁路和区域航空等基础设施
建设，中非政府机构与银行业机构也要为青

年企业家合作提供支持，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经济商务代表林治

勇认为，非洲人口创造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
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工业
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要将这些优势结合起
来，通过产业对接，把中国大量的富余产业转
移出来，投资在非洲，帮助非洲“筑巢引凤”。

夯实民间交流基础
如今，中非合作正从传统的经贸援助逐

步扩展到人文交流、民间交往、和平与安全等
更广泛领域。

中非关系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更在年
轻一代。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认为，青年是中
非交流的肱骨力量，是未来的希望。非洲国家
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坐拥丰厚资源却依然贫
穷，青年领导人的作用非常重要，非洲需要有
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一代。中国是非洲国家全
天候的合作伙伴，非洲青年需要好的教育与
培训，希望与中国在青年教育上加强合作。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季平认
为，除政府间的官方对话外，中非学术界、商
界、民间组织、智库等各层面应拓展对话渠道，
就发展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和制造业发展
经验，以及执政理念和改革路径、模式进行探
索和交流，并争取形成多边或双边交流机制。

作为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与会中
非双方通过了《阿鲁沙倡议》，倡议指出，在不
断变化的当今世界，中非更应珍惜“传承友谊，
携手共进”的传统价值理念。要从加深中非友
谊和全方位合作着手，继续培育中非友好关
系，并最终促进中非人民的进步；要加强中非
经贸合作，培养年轻人的企业家精神，最大限
度地发挥以青年为主导的创新成果在加强经
贸合作、促进发展和减贫中的作用；要在各自
所在的地区采取一系列行动，以解决包括失
业、粮食安全在内的困扰全球青年的难题。

另据了解，未来 3年我国将邀请 1000
余名非洲青年政治家访华及赴华研修，涵盖
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青年，为
中非青年交流合作储备更多有生力量。

构筑中非民心相通之路
——第三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李春霞

2015纽约国际车展日前开幕。图为一名观众在纽约

车展上体验新款SMART车型。 新华社发

□ 综合本报驻外记者报道

瑞士：助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

瑞士联邦政府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亚投行）有潜力成为国际金融体系
中一个新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亚洲急
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进而促进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瑞士
加入亚投行将使其在这个新的投资银行中
获得有利位置，并有助于加强瑞士与中国乃
至整个亚洲的关系。

瑞士联邦副主席兼经济部长约翰·施奈
德·阿曼表示，亚投行总体上同世界银行（世
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是互补关系，但在
某些项目上也许会出现竞争。这也并非坏事，
有助于提高效率。

奥地利：亚洲市场颇具吸引力

奥地利企业家纷纷表示，奥地利与中国
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扩展，让奥地利企业
愈发重视亚洲市场。在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
的背景下，亚洲市场对奥地利经济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奥地利企业开
始在亚洲寻找新机遇，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
行业的相关企业，希望抓住亚洲基础设施建
设的巨大市场潜力。

当地专家分析认为，对于欧洲而言，能够
积极参与亚洲的经济发展，推动国际金融体
系规则不断完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好事。

俄罗斯：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东移

俄罗斯《事实与论据报》刊文指出，亚
投行的成立象征着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东
移，“只要看看亚投行的成员国就知道其将
在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科学院教授
弗拉季斯拉夫·金科认为，亚投行将形成巨大
的推动力，促进区域内铁路、公路运输和通
信领域的快速发展。俄罗斯财政部国际
关系司负责人安德烈·博卡列夫指出，
俄罗斯参加亚投行与其他欧洲国家有
所不同，因为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可能

“落地”在俄境内。俄科学院远东所副所

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该项目
对促进俄经济发展相当正面。

英国：加入亚投行带来投资机会

英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在创始阶段加
入亚投行，可以为英国和亚洲创造无可比拟
的发展机会。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中国发起亚
投行这一多边投资机构能够解决亚洲基础设
施瓶颈，减少基建项目投资的政治色彩，同时
更好地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

英国路透社文章认为，当前在亚洲基础
设施市场上，中国拥有大量的产能和资金，“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有着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
需求，亚投行很好地将两者的需求对接起来。
超出预期数量的国家加入亚投行，一方面说
明亚投行本身反映出了各方共同的经济增长
目标，另一方面也凸显亚洲经济体和新兴市
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法国：体现中国注重多边合作

随着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申请告一段
落，法国当地媒体与业界人士亦将目光投向
了亚投行下一步的正式筹办进程。

法国经济部的一位官员表示，亚投行的
内部运行结构值得期待，他关注的问题包
括决定各国投票权的亚投行董事会股权
结构分配问题，副行长人选及亚投行欧洲
办事处的选址等。他同时称，中国正以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他对中国在未来能够协调好亚投行内部运行

的相关事务“充满信心”。

德国：加入亚投行具有战略意义

德国经济界对其政府宣布加入亚投行表
示欢迎。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表示，我们希
望借助德国的经验，与国际机构共同合作，帮
助亚投行这一新的银行获得高标准的国际声
誉。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BDI）管理层成员斯
特凡·迈尔表示，亚投行的设立是迈向正确方
向的坚定一步。德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其
中十分有意义。德国作为出口大国，在亚投行
中拥有话语权具有战略意义。

从德国工业界的角度来看，亚投行与
现有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互相补
充。相关人士认为，亚太地区是世界最重要
的经济增长区，未来数十年内也将如此。亚
洲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是大趋势，可持续
建设基础设施是进一步投资的重心。因此，
交通和运输设施扩建和可持续能源供应是
该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日本：错失加入亚投行良机

日本多家新闻媒体连日发表文章，批
评日本政府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既缺乏战
略眼光，又判断失误，完全没有推测到英、
法、德乃至澳大利亚、韩国等国争相加入亚
投行，致使日本落到孤家寡人的地步。

“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一切跟随
美国的时代应该结束，日本政府应尽快作
出决断，早日加入亚投行，这对维持日本
在亚洲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专家

学者认为，日本的担心毫无必要，亚投行
已经表明要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行合作。
近50个国家组成的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投
资方面会制定出更合理的规则。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各大企业、
经济团体和著名经济界人士纷纷建言日
本政府顺应潮流，加入亚投行，以确保日
本企业在亚洲投资市场的影响力。

美国：亚投行是应运而生

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得到包括美国欧
洲盟友在内的诸多国家积极响应，这印证了
一句中国古话：得道多助。这里的“道”就是普
遍存在的发展需求。

此间有舆论指出，美国未曾预料一些与
美国关系密切的欧洲盟友会义无反顾地加
入亚投行。让美国政府深感头疼的，并非亚
投行无法企及美国所说的高标准，实质原因
是亚投行不像世界银行一样由美国掌控，也
不像亚洲开发银行一样由其盟友日本把持。

分析指出，亚投行获得近50个国家和
地区积极响应，动力来自全球普遍存在的发
展需求和多边金融机制的欠缺。这是应时应
势之举，弥补了全球治理机制上的空白。

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是正确决定

澳大利亚舆论认为，澳政府虽然反复权
衡，但最终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中国是澳大利
亚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以及最大
进口来源国。中澳日益紧密的双边经贸合作
为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涟漪未已：各国热议亚投行涟漪未已：各国热议亚投行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孟翰禹报道：阿联酋经济
部长苏尔坦·阿勒—曼苏尔日前在国家经济工作会议
上宣布，阿联酋正在制定新的外商投资法，将允许外国
资本在阿某些指定行业的投资控股比例达到 100%。
同时，他还公布了 2014 年阿联酋获外商直接投资达
130亿美元，较 2013年增长 25%。

根据阿联酋现行法律，外商只能在阿几个自贸区
内成立全资控股公司。而在自贸区外，外商只能与阿
本国公民成立合资公司，且大股东必须为本国公民。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据彭博社最新
调查数据，今年3月份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日产
量达到 3102.9万桶，与前一个月的 3054.8万桶相比增
长 48.1 万桶，创造了自 2013 年 8 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其中，伊拉克日产量达到374.5万桶，增长29.5万桶。

3月31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

截止期画上句号。截至3月31日18时，

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

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达46个。亚投行

受到“热捧”的现象也引起各国的普遍

关注

截至3月31日下午18时，已有46个经济体申请成为亚投

行意向创始成员，国际社会支持亚投行的热情高涨。未来亚投

行的构建也更加引人注目，在众多积极建设性舆论中，也不乏

一些掺杂了“私货”的说法，值得仔细分辨。

首先是“中美博弈说”。西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类文

章，分析中美围绕亚投行的博弈态势。认为亚投行热是中国胜

出和美国的失败，甚至声称这是“美国世纪结束的又一个标

志”,渲染亚投行在中美间是场“零合游戏”。

这些评论依然是以冷战思维来衡量新时代的国际格局

和大国关系。不过，当代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经济联系日益

密切，荣辱与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如我国主张的理念，“我

们相信通过共同的努力，一定可以打造出一个具有二十一世

纪先进治理理念的新型国际多边机构。”

其次是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争斗说”、“博弈说”，认为

亚投行“剑指”现行国际金融机制，是与西方控制的世行等机

构竞争博弈，意在挤压西方的金融势力范围。

这种观点，无视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正能

量这一客观事实。从亚投行的诞生理念看不难发现，其DNA

带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各方共建最高标准的新型多边开发

银行，将大大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化进程，解决亚洲

国家结构性改革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

亚投行的巨大作用将不仅限于亚洲，还将辐射整个欧

亚大陆。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各类商业投

资中潜力巨大，带动力最强。通过与现行国际多边金融机

构合作，亚投行能汇集域内域外国家之力，充分撬动各国

私营部门的资金，实现利益共享。参与亚投行，不仅域外国

家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与广阔市场，拉动经济复苏，随

着投资需求的上升，也利于扩大全球总体需求，促进全球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域内域

外国家来说，都是共赢的选择。这就是亚投行能在全球范

围内赢得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同时，对于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等现行国际多边金融组织来说，亚投行是补充，是完

善，而非争斗、排挤。

第三是“中国主导说”。有部分分析家担心中国将左右

亚投行，使亚投行成为中国扩展自身影响力和势力范围的

工具。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中国在亚投行作为第一大股

东，是根据亚洲地区中经济体量确定的。中国将为亚投

行提供必要的资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

责任，是担当。

亚投行不是为颠覆而生，而是对现行国际金融机制的

重大补充。亚投行更不会成为任何国家与他国博弈的工

具，不会成为国家间较量的武器，而是为推动亚洲乃至全

球经济稳步增长，凝聚所有经济体力量的平台。因此，亚投

行给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带来的将是巨大的正能量，所

有经济体在其中都将是赢家。

亚投行凝聚世界发展正能量
□ 安 若□ 安 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