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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游客青睐海外旅行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信用卡知名品牌
维萨公司发布《2015 年全球旅游意愿研究》报告称，印
尼游客赴海外商务旅行的意愿指数是其他国家游客
的两倍，印尼游客 2015 年单次商务旅行的平均开销
预期将达到 1562 美元，较去年增长 30%，且有望于
2016年继续增长 60%。

报告指出，85%被调查的印尼人在过去的两年中
曾赴海外商务旅行或休闲旅游，他们通常将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作为首选目的地，而赴日本、中国香港和韩
国旅行的印尼游客在过去两年中亦逐步增多。

6.1%

南非 7月份新车销量下降
本报讯 记者蔡淳报道：据南非全国汽车制造商

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7 月份南非新车销量为 54112
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6.1%。

分析数据显示，经销商销售量约占新车总销售量
的 82.4%，汽车租赁市场购买量约占 11.1%，公司企
业购买量约占 3.4%，南非政府购买量约占 3.1%。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澳大利亚商会日前在
沪为“澳洲臻选项目”揭幕。该项目为澳中小企业搭建
了向中国乃至全球买家展示产品的平台。

据悉，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澳商会在中国的国际贸
易团队也将积极协助中澳商业对接，帮助双方建立长
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促成更多的贸易往来。商会首
席执行官史蒂芬·卡特莱特说：我们可以开发更多为中
国市场量身定制的项目、服务和深入的解决方案，对接
两国企业，促进双边贸易与商业交流，达成合作，并同
时帮助中澳企业实现它们的商业愿景。

澳商会启动“澳洲臻选项目”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中国海外投资联合会
近日举办“一带一路”成果报告会，宣传相关工作进展，
并发布指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促进跨国
投资合作。

报告会重点分析了巴基斯坦的投资环境、投资机
遇，呼吁中国企业要抓住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机
遇，扩大对巴投资和产能合作。最近，海联会已与巴基
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政府签订一揽子的合作协议，
包括高速公路、城镇建设、火力发电和水利等项目。

巴基斯坦投资前景可期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
界银行日前发布的《拉丁美洲步上渐行渐
窄的增长之路：增长放缓及其宏观经济挑
战》报告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需要适
应一种“新常态”。该地区 GDP 增长率自
2011 年以来逐渐大幅减速，预计今年仅达
0.8%。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结构改革，未来
增长很可能仍在低位徘徊。

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继
续呈现多元化趋势。南美的大宗商品出口
国经济增速远低于中美与加勒比地区的大
宗商品进口国。其中，委内瑞拉受害尤甚，
其经济预计今年将再度萎缩 5%。同样出
现负增长的还有巴西和阿根廷。在这种不
利的外部环境中，拉美各国面临刺激经济
的多种政策选择。大宗商品进口国，如东
加勒比国家，在大宗商品降价和美国经济
复苏的情况下，前路将相对平坦；汇率灵活
度较小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将可能面临更为
艰难的时光。

世行最新研究报告称

拉美地区亟待大规模结构改革

中国—加勒比媒体首次交流研讨会近
日在格林纳达举行。会议期间，记者采访
了格林纳达总理基思·米切尔，这位曾经
就读于美国并拥有数学和数据学硕士、博
士学位的总理高度评价中国对格林纳达经
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支持，认为中国将在
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基思·米切尔在回答提问时说：“得
益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包括格
林纳达在内的加勒比国家都在与中国的
合作中获益很多，我确定中国将在国际
舞台发挥更大作用。”他表示，格林纳
达支持并将在未来一如既往地坚持一个
中国政策，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双边关
系，欢迎世界各国，包括分布在全球各
地的中国人到格林纳达投资。当今世界
是地球村，我们不仅希望推动中格双边
关系发展，也希望推动两国民间不断深
化友谊。

基思·米切尔认为，发展双边关系是
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格林纳达尊
重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和经济
体系，这也是对中国发展最有利的制度

和体系。格林纳达有很多人到中国去学
习。格林纳达玛丽秀社区大学孔子课堂
今年 1 月揭牌，成为东加勒比地区开设
的首个孔子课堂。格方希望未来继续与
中国加大在教育等相关领域的合作力
度，从而为格林纳达经济社会发展积蓄
人才和技术力量。

拥有 11 万人口、面积为 344 平方公
里的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
最南端，盛产肉豆蔻等香料和热带水
果，被称为“加勒比香料之国”。除了农
业之外，旅游业是格林纳达重要经济组
成部分。多年来，中国积极支持格林纳
达旅游业发展，并于 2005 年确定格林纳
达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今年 2
月份，中国与格林纳达签署全面互免签
证协议，使格林纳达成为第 5 个与中国
达成签证互免协议的国家，两国公民持
有效护照便可在对方国家享有 30 天免签
证停留待遇。

基思·米切尔说：“中国人口众多，
更多中国游客来格林纳达旅游，将拉动
格林纳达旅游业的发展。”他希望通过中

国媒体告诉中国朋友格林纳达有多美，
并在发展两国间媒体关系过程中推介格
林纳达旅游资源，提高格林纳达旅游产
品的知名度。

就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多边关系及
相互合作，基思·米切尔认为，格林纳
达在加勒比一体化过程中扮演着“中
心”角色，并发挥了引领作用。格林纳
达重视加勒比地区一体化，主张东加勒
比各国应首先联合，积极主张实现加勒
比经济一体化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并
于 2010 年与其他东加勒比国家共同成
立了东加勒比经济联盟。他特别强调，
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使得每一个国家的
政策都会影响到整个地区，比如中国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双边关系发展，就
会影响到加勒比其他国家。同样，中国
与格林纳达双边关系的发展也会影响到
整个加勒比地区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基
思·米切尔对中国与格林纳达及加勒比
地区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相信这一双边和多边合作一定能够取得
丰硕成果。

格林纳达总理基思·米切尔——

对中格全方位合作充满信心

□ 本报记者 梁图强

全球股市动荡 引发市场担忧
金融市场波动或扰乱美联储加息步伐

0.2%

美 7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上升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劳工部最

新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美国 7 月份生产者物价指
数(PPI)环比上升 0.2%，市场预期为环比上升 0.1%；扣
除食品及能源因素，美国 7 月核心 PPI环比上升 0.3%，
市场预期为环比上升 0.1%。

数据显示，在截至 7 月份的 12 个月内，美国生产
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0.8%，也是连续 14 个月下降；美
国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则同比上升 0.6%。分析人士
指出，国际石油供应的大幅增加拉低了本月的原油价
格，美国通胀企稳可能已走到尽头。

736.5万桶/天

沙特 6 月份原油出口反弹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联合石油数据

库(JODI)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6月份沙特原油出口量结
束连续 5 个月的下行趋势，反弹至 736.5 万桶/天，较 5
月份的日均 693.5 万桶增长 43 万桶/天。同期，欧佩克
产量总计 3250 万桶/天，创最近 7 年以来的最高纪
录。伊朗和伊拉克 6 月原油产量共计 670 万桶/天，居
沙特之后，分别位列欧佩克第二、三大产油国。

另据欧佩克（OPEC）数据显示，6 月份沙特原油产
量达到 1056.4 万桶/天，为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因正
值夏季用电高峰，预计 7 月份沙特原油产量将下降至
1036 万桶/天，每日减产 20 万桶。此外，6 月份沙特
石化产品出口量为 100.8 万桶/天，沙特正在努力转
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化产品生产和输出国。

据新华社吉隆坡电 第 3 次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级会议 24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与会各方就
货物贸易出价模式达成一致，同意力争于
2015年年底前实质性结束谈判，并在2016
年内尽快解决其他技术性问题。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记者表示，货
物贸易出价模式是所有自贸区谈判最核心
的内容，该模式达成一致后各方就可以据
此来各自进行实质性的出价和要价，并开
始对货物贸易确定开放的具体方法。因
此，当天会议的成果对于整个自贸区谈判
实质性结束意义重大。

RCEP 是 10 个东盟国家与 6个自贸伙
伴间的自贸协议，涵盖了全球一半以上的
人口，经济和贸易规模占全球的 30%，其
中还包括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在参加谈判的国家中，有的人
均 GDP 不到 1000 美元，有的超过 5 万美
元，在目前各类自贸协定中，RCEP 的复杂
性和差异性是最大的。王受文说，作为一
个囊括不同发展阶段、文化背景和人口规
模国家的自贸协定，RCEP 如果达成协议，
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召开

RCEP有望年内结 束 实 质 谈 判

本报讯 综合本报驻外记者报道：近两日来，全
球股市剧烈震荡。8 月 24 日，受全球股市普遍重挫等
因素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开盘后大幅下挫，其中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盘曾一度下跌逾 1000 点，跌
破 16000 点。而 25 日美国股市又现开盘大涨，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 9 点 40 分，美股三大指数涨幅都超过
2%，纽约油价涨幅超过 3%。

欧洲和亚太股市汇市也出现抛售，新兴市场无一幸
免。24 日，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 9648.43
点，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76.09点，跌幅4.70%。这是今
年一月以来，DAX指数首次低于 10000点。德国 《商
报》分析认为，全球股市经历“黑色星期一”的主要原
因是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德意
志银行首席投资战略师乌尔里希·斯特凡认为，对全球
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过于夸张。“美国经济保持大约
2%的稳定增长态势，欧洲增长率大约为1.5%。尽管面
临很多问题，由于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和建筑投资，
中国经济不会陷入持续危机，今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
7%的增长。”

巴黎股市也出现暴跌，并于本周一当天下挫 5.35
个百分点，法新社认为，全球股市出现大幅跌势，原
因之一是市场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但法国总
统奥朗德仍然对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本周
一，正在柏林参与乌克兰事务会谈的奥朗德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单纯依照股市指数来决定本国
政策。

路透社指出，当前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可能扰乱美
联储加息步伐，美联储或许要等到市场出现平静迹象
后再启动加息进程。贝莱德投资集团投资主管里克·
里德认为，尽管他希望美联储下个月能有动作，但市
场波动让这变得艰难。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美联储虽不以资产价格
为目标，但股票市场波动让更多的投资者预期美联储推
迟加息。因此，本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年度会议传出的
讯息对于市场变化至关重要。如果美联储官员再次强
调他们的加息愿望，市场抛售可能会重新加剧。

受全球主要股市的影响，24 日东京股市全面下
挫，平均股价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 895 日元，创两
年来最大跌幅。逃离股市的资金涌入外汇市场，日元
遭到抢购，当天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16日元兑1
美元。日本经济专家认为，此次全球性的股市危机由
世界经济走低、国际油价和初级产品价格下滑等多种
因素促成。日本政策当局非常担心股市暴跌和日元被
迫升值可能从打击消费和减慢出口两个方面扭转日本
经济复苏的势头。日本政府官员暗示，如果日元继续
升值，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干预日元汇率。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股市延续上周
跌势，周一猛挫 128点，跌幅 4.3％，跌破 2900点。全球
股市接连下挫致使投资者对全球经济的担忧加剧，避
险情绪升温。盛宝金融的亚洲宏观策略师彼得森认
为，整体股市本周有望在美国的带领下触底回弹。然
而，新兴市场面对较多下行风险。瑞银财富管理全球
投资主管海菲尔认为，目前局势动荡，投资情绪容易受
到左右，因此建议投资者在股市和债券方面重新寻找
平衡，并关注其他风险资产可能带来的冲击。

24 日韩国 KOSPI 指数收于 1829.81 点，较前一个
交易日下跌46.26点，跌幅2.47%，这是2013年7月10
日之后KOSPI指数首次收于1830点以下。韩国《联合
新闻 Einfomax》 报道认为，外国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大
量抛售股票是韩国股指下跌的主要原因。报道指出，当
日外国投资者在韩国股市的净卖出额高达 7282亿韩元

（约39.5亿元人民币），创出今年韩国股市该数据的最高
值。受此拖累，韩国总市值排名前十位的股票都出现急
落。其中三星电子下跌 2%，盘中股价一度回落至 103
万韩元，创出近3年多来的最低值。此外，现代汽车和
韩国电力分别下跌了2.40%和3.64%。

（记者 张伟 刘威 蒋华栋 闫海防 陈博

杨明 王志远）

此次全球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实则为当下全球经济

诸多矛盾累积所致。首先，世界经济一体化一波三折，

希腊债务问题久拖未决,朝韩冲突又起；其次，地缘政治

矛盾加深，恐怖主义在一些地区比较活跃；第三，全球治

理中，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不协调，投资与贸易规则开

放性不够等挑战仍存；第四，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因结

构性问题而持续动荡，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引发市场避

险情绪等都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拖延了去杠杆化过程，反映在全球经济上，就是复苏过

程进度不一和曲折反复。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各金融市

场动荡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是由于上次危机以

来为刺激经济而出现的流动性泛滥。美国股市因泛滥

的流动性而连涨 7年，其间一直没有经过大幅修正。

当前，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担忧的原因并不成

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 7%的增长仍处于世界前列，

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创业创新、

现代装备制造、“互联网+”等领域的发展，中国经济正

在积聚新的增长动能。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对外开

放，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直接关联性不强，认为中国资本

市场波动会冲击国际股市汇市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经济学人》杂志撰文指出，中国关键的就业数据和工资

增长令人充满信心，就中国经济基本面而言，政府仍拥

有充足的政策空间。 （安 若）

多重因素重挫全球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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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国际会展中心

拉开帷幕。此次

展 会 为 期 4 天 ，

以“北欧精华”为

主 题 ，约 有 850

名北欧各国参展

商出席。

新华社发

图为来自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二学生柯帅

（右）正在为参会者介绍其“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参赛

作品。第 25 届“世界水周”论坛 8 月 23 日至 28 日在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是论

坛所设奖项之一，旨在激发青少年对水资源和环境保

护的兴趣。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