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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友谊新象征

中国援塞博物馆主体结构完成

日本信用评级被下调至“A”
本报讯 记者张伟 闫海防报道：全球三大评级

机构之一的惠誉日前宣布将日本长期外币和本币发
行人违约评级从“A+”下调为“A”。美元/日元随后
小幅拉升，触及 119.39 水平。惠誉宣布，将日本长期
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A+”下调为“A”，并
将日本优先无担保外币和本币债券评级也从“A+”下
调为“A”。长期展望为“稳定”。同时，惠誉将日本评
级上限从 AA+下调至 AA。

惠誉指出，调降日本债信评级的主要原因在于日
本低效的财政措施，展望稳定则因目前日本面临的
上下行风险整体上较为均衡。惠誉并非近期唯一一
个降级日本的评级机构。早在去年 12 月，穆迪就曾
将日本的信用评级下调一级，降至 A1 级，这一级别
在投资评级里只排第五。目前，标普对日本的评级
为“AA-”，展望为负面。

5.3%

塔一季度GDP增速下降
本报讯 记者李遥远报道：塔吉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日前公布，塔吉克斯坦今年一季度GDP总量超过83.1亿
索莫尼（约合13.8亿美元），实际GDP增速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从7%下滑至5.3%。

该数据低于此前世界银行对塔2015年GDP6%的增
速预期。世行分析师认为，塔GDP增速呈下降趋势的主要
原因是俄经济增长放缓和塔主要商品出口表现不佳。

0.2%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

108.6

德国 IFO 商业景气指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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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慕尼黑经济
研究所（IFO）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 4 月份 IFO 商
业景气指数从 3 月份的 107.9 上升至 108.6，连续第六
个月呈上升趋势，且为 2014年 7月以来最高值。

从分项指数看，4 月份德国商业现状指数由 112.1
升至 113.9，商业预期指数由 103.9 降至 103.5。当前
欧元贬值推动德国出口大涨。IFO 所长辛恩表示，德
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瑞士外汇储备持续增长

本 报 达 喀 尔 电 记 者 郭 凯 报 道:
中国援建塞内加尔的黑人文明博物馆主
体结构日前完工。该项目由上海建工集
团承建，完成后将成为西非地区最现代、
设施最完善的综合性博物馆。

近日，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夏煌、塞
文化和新闻部长恩迪亚耶共同考察了黑
人文明博物馆建设情况，并出席中国政
府援赠塞国家大剧院物资交接仪式。

据悉，博物馆目前已进入室内外装
修及机电设备安装阶段，预计 2016 年 4
月竣工移交。此外，已落成的塞内加尔国
家大剧院项目是中塞复交后第一个项

目，也是最大的经援项目，属特大型甲等
剧场。该项目由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总
公司实施，2011 年项目竣工并移交。目
前，塞内加尔国家大剧院已成为达喀尔
地标性建筑和中塞友谊的象征，并充分
运用于大型演出、国际体育赛事、会议论
坛等活动。此次我国又向塞方捐助了一
批灯光舞美设备，以提升其运营能力。

夏煌大使表示，中国援塞国家大剧
院和黑人文明博物馆是两国人文领域合
作的重要成果，相信也一定能够促进塞
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未来，中方愿按
照“要让‘经贸’和‘人文’两个轮子一同

驱动中非合作驶入快车道”的原则，与塞
方进一步密切沟通与协调，不断深化双
边各领域务实合作，帮助塞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家振兴。

恩迪亚耶代表塞政府和人民感谢中
方为塞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的支持，盛赞
塞中合作务实高效，中国援建项目质量
好、效率高。恩迪亚耶表示，中国援建的
国家大剧院现已成为塞最重要的文化活
动中心，中国援建的黑人文明博物馆实
现了塞几代人的梦想，也是展示全世界
黑人文明的窗口，对促进不同文明间交
流、弘扬和平与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铁矿石价格跌势依旧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根据瑞士国家银
行（央行）近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3 月底，瑞士
外汇储备达到 5223 亿瑞士法郎，较上月增加 130 亿瑞
郎；截至第一季度末，除黄金外，瑞士国际储备总体水
平保持在 5280亿瑞郎，较上月增加 130亿瑞郎。

继去年 12 月份外汇储备猛增 300 亿瑞郎后，今
年 1 月份瑞士外汇储备又增加了 30 亿瑞郎。自央行
宣布瑞郎与欧元脱钩后，外汇储备 1 月份增加了 300
多亿瑞郎；2 月份和 3 月份外汇储备上涨速度有所加
快，分别增加 110 亿瑞郎和 130 亿瑞郎。3 月份美元
对瑞郎汇率上升，导致外汇储备的价值增高。

4 月初，青岛港铁矿石到岸价为每吨

49.54 美元，跌破 50 美元整数关口，创下

10 年来价格新低。根据英国 《金属导报》

数据，自今年初以来，世界铁矿石价格已

经下跌 28%。预计铁矿石价格还将呈加速

下跌态势，难以止跌企稳，近日的反弹只

是短期市场行为，不会改变中长期趋势。

全球铁矿石市场正在面临重新分化组合。

为使铁矿石价格止跌企稳，澳大利亚

第三大矿业公司 FMG 集团主席安德鲁呼

吁限产保价，提议让主要矿企坐下来商

谈，将市场价格恢复到每吨 90 美元的

“合适区间”。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家对此给

予了支持。矿业巨头们可以影响价格，如

果力拓、必和必拓、FMG 和巴西淡水河

谷这四大铁矿石巨头一致行动，采取严格

措施限产，就完全有可能阻止铁矿石价格

进一步下跌。据了解，这四家企业占据了

世界铁矿石贸易70%以上的市场份额。

但是，力拓及必和必拓毫不客气地拒

绝了FMG集团的提议，还决定将继续加大

生产力度，试图凭借较低的生产成本扩大

供应，迫使高成本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

帕斯铁矿石研究所所长菲利普对此

评价说，当市场需求持续萎缩时，供应

量却不断加大，简直不可理喻，“矿业巨

头是在自毁前程”。

不久前，铁矿石价格刚刚击穿了一

个重要的关口，底线在哪尚无法预测。

这对于相关矿业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

不仅是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存活，还要考

验其在渡过难关过程中的忍耐力。

目前，在全球四大铁矿石生产企业

中，FMG 集团号称新矿王，在 2008 年从

零起步，通过兼并重组崛起为澳大利亚

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矿业巨头，年产铁矿

石达到 16.5 亿吨。据分析，FMG 集团的

生产运营成本相对较高，约为每吨 45 美

元左右，目前价格已经接近生产成本，

如果铁矿石价格进一步下跌，将严重侵

蚀公司利润。金融市场已经对该公司亮

起了红灯。由于股价大幅下挫，公司在

纽约市场融资也遇到了困难。

在其他 3 家企业中，力拓和必和必拓

表面上声称将尽可能多地生产并销售铁

矿 石 ， 是 为 了 保 证 足 够 的 现 金 流 和 利

润，预计今年将新增 7600 万吨供应量。

事实上，这两家公司不减产的原因在于

从 2010 年以来，世界级矿企纷纷投入巨

资扩大产能，力拓及必和必拓到 2017 年

产能将分别增加 3.6 亿吨和 2.9 亿吨。同

时，淡水河谷也投入了 200 亿美元开采新

矿。统计显示，四大铁矿石巨头在 2014

年的平均运营成本是每吨 38.52 美元，而

力拓和必和必拓运往中国的铁矿石成本

应该在每吨 40美元左右。

产能需要消化，但市场又是有限的，

结果就是高成本、低收益的中小矿企被淘

汰出局。当前，一路下跌的铁矿石价格，

正在使这一市场面临重新分化组合。

□ 翁东辉

新列国志马尔代夫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和马尔代夫驻华使馆日前在北京共同发布新版列国
志《马尔代夫》图书。马尔代夫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表
示，马是中国游客最喜欢的南亚旅游目的地，去年到
访中国游客超过 36 万人次。新版列国志马尔代夫图
书的出版，有利于增进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马的历
史、民族、文化、政治和经济制度，促进和加强中马两
国关系的发展。马当前正在推进特别经济区建设，
规划 240 公顷的人工填海造岛项目，欢迎中国企业前
往投资，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近来，全球并购市场持续升温。截至
2014 年底，全球并购交易规模突破了 3 万
亿美元大关。进入 2015 年以来，尽管市场
波动剧烈、监管更加严格、部分大型并购
案最终功亏一篑，但是受信贷成本低廉、
股价高企等因素驱动，各国企业并购热度
仍然不减。

数据显示，全球企业并购正日趋大型
化。2015 年以来全球收购总额已突破 1 万
亿美元，创下时隔 8 年的最高纪录。据美
国调查公司 Dealogic 调查显示，今年 4 月
8 日发布的 2015 年并购总额为 1.03 万亿
美元，较 2014 年同期增长 20%。从同比数
据来看，达到自 2007 年 1.25 万亿美元以
来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并购案发生的
频率较 2014 年同比减少 9%，不满 1 万起，
为 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行业看，医疗、房地产与科技名列
全球并购前三。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并购
总额达到 887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 7220
亿美元增长 23%，是 2007 年以来同期最
高。其中美国增长 21%至 3940 亿美元，欧
洲 2322 亿美元，增长 16%，亚太地区增长
38%至 2212亿美元。最受青睐的是医疗保
健行业，1272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607
亿美元翻了一番。房地产与科技紧随其
后，分别为 910亿美元和 845亿美元。

美国在科技公司并购中处于领先位
置。截至今年 4 月 21 日，全球科技公司并
购总额达到 1042 亿美元，美国独占其中
584亿美元，但是低于去年同期的664亿美
元。在前五个国家排名中，美国是唯一并购
额下滑的国家。中国名列第二，264 亿美
元，比去年同期的137亿美元翻了一番。

在新一波并购热潮中，欧洲是并购案
“多发地”。数据显示，发生在欧洲的企业
并购交易活动呈上升趋势，今年第一季度
达到 2175 亿美元，比去年第一季度 1930
亿美元上升 12.7%。其中，以欧洲为目标
的跨境并购上升至 1623 亿美元，是 2008
年（1688 亿美元）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
时，欧洲内部的并购交易额为 1017 亿美
元，呈现下降趋势，是 1998 年（985 亿美
元）以来同期最低，比去年同期的 1671 亿
美元下降 39%。

市场分析人士称，美国银行业成为并
购交易大赢家。今年以来，因从事并购交
易等顾问业务而大受其益，推动华尔街彻
底走出持续 5年多的金融危机阴影。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银行的顾问业务
均增长强劲，由于今年并购交易可望更加

活跃，预计这类业务盈利会继续增加。
尽管全球并购交易十分活跃，且热度

不减，但并购交易面临的监管障碍也在
“水涨船高”，许多并购交易受到越来越
多国际监管机构的审查。目前,超过 100
个国际司法辖区拥有并购交易监管机
构，每一家机构都希望在涉及本国行
业、经济或者利益的交易问题上拥有发言
权。这些机构的任务包括对消费者、重要
企业、关键行业以及国家安全提供保护。

据法律界人士称，跨境并购交易在
美国面临日益严格的审查，对于国家安
全和基础设施的担忧给跨境并购交易带
来了很大压力。每一笔交易都要受到审
查，因而带来了不确定性。由于相关审
批程序既不透明又缓慢，拉长了交易时
间，使得投资者不得不忍耐苛刻的考验。

全球并购热潮持续升温

日本经济学家井上和夫日前发表文章
评说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他说，中国经
济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平稳降低
速度，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许多国家都
经历过这个阶段。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结
构调整能否实现或接近设定的目标。这方
面，日本的教训是，在高速增长为经济发展
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使经济背负了沉重的
包袱。因为人们习惯于通过对基础设施和
重化工及加工工业的不断投资追求经济增
长。经济决策者形成了惯性思维方式，往
往认为将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和扩建工厂才
是真正发展经济。要想转变这种思维方
式，需要较长的时间。

井上认为，从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
势看，经济的信息化、服务化和技术革新是
结构调整的方向。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
态”后，不过度追求高速增长的同时，努力
使加工工业向技术革新转变，产业结构向
服务业转变，用信息技术覆盖整体经济，并
在结构调整的同时解决各种不平衡问题。

井上指出，中国企业现在比任何时候
都重视技术开发，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能
够很快将技术成果转变为新产品，所以中
国企业正在快速进入世界优秀企业的行
列。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和产业服务化发
展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占整体经
济的比重仍较低，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因此，中国的结构调整应该为服务业的发
展创造条件。中国发展服务业完全不用走
发达国家的老路，通过信息化覆盖可以快
速将服务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日本经济专家认为——

中国经济平稳
降速符合规律

本报驻东京记者 闫海防

本报万隆电 记者田原报道：为期 3
天的“第二届亚非学生会议”在印尼万隆
市如期开幕，来自 50 个亚非国家的 210
名学生代表出席。会议宣布成立“亚非学
习论坛”并设立秘书处。

围绕“全球新领导”这一主题，各国
学生代表们针对传承亚非文化和价值观、
发展包容教育、强化社会伙伴关系、发挥
媒体独立作用、鼓励思想解放和构建全球
伙伴网络六大议题开展了讨论。

印尼学生代表阿迪特表示，印尼和中
国历史联系悠久、文化价值相近、经济往
来密切，两国青年学子心灵相通、情感相
融，“我们不仅仅是朋友，更是兄弟姐
妹，应努力建设好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万隆人民随时欢迎中国亲人回来”。

“亚非学习论坛”

在 万 隆 成 立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自尼
泊尔发生强烈地震以来，联合国人道救援
机构一直在密切关注灾情动态，并纷纷采
取紧急行动，为灾区提供食品、庇护所、医
疗设备等各类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难
民署、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等近日发布通报，表示正在全力加紧赈灾
支持行动，随时准备应当局要求向灾区提
供救助生命的关键援助。

在获悉地震灾情后，世卫组织立即与
尼泊尔卫生部取得联系，并根据其最迫切
的需求，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向灾区紧急运
送了可供 4 万多人使用 3 个月的医疗卫生
物资，其中包括供医院救治伤员使用的急

救药箱和医疗设备、常用药物、消毒用品、
一次性卫生用具等。同时，世卫组织还从
东南亚地区紧急医疗救援基金中拨出 17
万美元，用于灾后紧急医疗援助，并调遣
了 10 多名公共卫生以及灾害应对领域的
专家前往灾区。

目前，世卫组织已经协助尼泊尔政府
启动了“卫生紧急行动中心”，以统筹规划
向受灾民众提供医疗救助、恢复受损卫生
机构等工作。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灾区最
紧迫的卫生需求是伤亡人员的管理、特别
是受伤灾民的救治。为此，世卫组织呼吁
捐助方提供至少 500 万美元善款，用于抢
救伤员，并为受灾民众、特别是流离失所

人员提供基本卫生服务，如清洁饮用水、
消毒、流行病监测以及灾后心理疏导等。
世卫组织强调，在此危急时刻，驻地工作
人员将竭尽所能为灾区提供帮助，尽一切
努力挽救生命。

联合国难民署日前发布的通报表示，
难民署将与尼泊尔人民团结一致、并肩努
力，帮助幸存者尽快渡过难关。在过去
48 小时内，难民署亚太局工作人员通过
位于尼泊尔东部达马克地区的仓库向地
处山区、灾情较为严重的地区紧急运送了
1.1 万多张塑料篷布和 4000 多个太阳能
灯。此外，难民署还在调动资源，力争尽
快为受灾民众提供更多防水油布，以搭建
目前灾区急需的临时庇护所。

世界粮食计划署则在同一天表示，
该机构目前正在加紧后勤资源的调集和
运送工作，短期内将向灾区运送包括高
能量饼干等在内的食品援助并增加援粮
储备。

国际组织紧急援助尼泊尔

□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左图 中塞双方人员在工地现场观看黑人文明博物馆效果图。
右图 兴高采烈的塞内加尔国家大剧院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郭 凯摄

西班牙塞维利亚日前迎来传统节日“四月节”。

图为身穿传统服装的人们在“四月节”庆祝活动上翩

翩起舞。 新华社发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4 月 29 日 电 （记 者 江 宇 娟

刘劼） 美国商务部 29 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
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
增长 0.2%，较去年第四季度 2.2%的增速大幅放缓，且
低于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个人消费开支当季按年率计算增长
1.9%，低于前一季度 4.4%的增速。私人库存投资为第
一季度经济增长贡献了 0.74个百分点。

当季，美国出口大幅下滑 7.2%，而前一季度为增
长 4.5%；进口增长 1.8%，低于前一季度 10.4%的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