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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万套

美国 8 月份新房销量上升至 7 年新高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江宇娟 刘劼） 美国商

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美国新房销量大幅增
长，创2008年8月以来新高。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8 月份美国新房销量按
年率计算为55.2万套，环比增加5.7%。据经济学家测
算，美国健康房地产市场的新房成交量应在 70 万套
左右。

8月份美国新房销售中间价为29.27万美元。按照
当前的销售速度，待售新房需4.7个月售完。

英特尔在华投资八家创新企业

本报讯 记者陈颐、实习生张妍语报道：英特尔
公司的全球投资与收购兼并机构英特尔投资日前宣布，
在中国投资8家创新技术公司，投资总额达6700万美
元。这些公司分别来自智能设备、机器人、物联网、云
服务、大数据及数据分析等领域，表明英特尔始终围绕
中国国策和产业发展方向，加速中国科技生态系统发
展，推动中国创新经济腾飞。

英特尔投资总裁苏爱文表示，在英特尔公司与中
国本地创业者和企业家密切合作的过程中，英特尔投资
帮助投资组合公司开发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些公司现在有机会借力英特尔投资的业务发展
计划、全球网络、技术专长以及品牌资产，在下一代技
术创新中赢得发展先机。

本报讯 2015年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CIPTE)
日前在北京举行，德国福伊特集团面向中国市场正式推
出了“造纸4.0”概念，旨在提升整个造纸工艺流程的生
产效率、能力和质量，使造纸过程变得更加智能、高
效、节能和可持续，助力造纸行业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

据福伊特造纸亚洲区总裁托马斯介绍，福伊特的
“造纸4.0”有助于中国造纸行业实现智能制造和可持续
发展。据悉，“造纸4.0”涵盖控制设备和软件，主要包
括工艺优化、设备维护和智能服务三大部分，将从互
联、高效、可预测性、智能、绿色等5个方面引领造纸
行业的未来。目前，福伊特“造纸4.0”已在一些造纸
企业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陈 怡)

福伊特在华推出“造纸 4.0”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日
前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和欧盟
每小时劳务成本同比分别增长1.6%和1.9%，低于上个
季度的1.9%和2.3%。

欧盟劳务成本由工资成本和非工资成本两大部分
组成。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每小时工
资成本和非工资成本同比分别增长1.9%和0.4%，欧盟
每小时工资成本和非工资成本同比分别增长 2.1%和
1.1%。欧元区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每小时工资成
本同比增幅分别为2%、1.1%和1.5%，欧盟工业、服务
业和建筑业的每小时工资成本同比增幅分别为 2.1%、
2%和1.9%。

1.9%

欧盟每小时劳务成本同比增长

小贩丰收节起源于 19 世纪末，伦敦市场里的小贩

们结成联盟彼此帮助，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 100 多

年。图为在英国伦敦，小毛驴拉着盛满蔬果的拖车参

加小贩丰收节，重现 19世纪英国的集市情景。

（新华社发）

中国是世界经济复苏决定性力量
——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官梁国勇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速适度回调
是否会拖累世界经济？中国经济能否像过去一样作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对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经济事务官梁国勇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不仅没有对世
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反而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决定
性力量。

他说，世界经济复苏的正面因素不少，但仍面临下行
风险，发达经济体复苏脆弱，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短期
来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国际金融风险对经济稳定及增
长的威胁，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近年来，新兴经济
体宏观经济形势普遍疲弱，先后出现金融动荡。这与其
自身经济体系的问题有关，也与全球货币政策大变局、初
级商品价格暴跌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全球经济不景
气、新兴市场动荡的背景下，中国能够保持 7%及以上的
增长率非常不容易，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稳定经济、促进
复苏的重要力量。

他说，眼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原因很多，涉及全
球、区域、主要经济体等几个层面，以及增长动力、治理结
构、经济体系、企业行为等多个方面。总体上看，复苏乏
力的主要问题还是源于发达经济体。

首先，发达经济体需求不振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
主要原因。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美国，其对
世界经济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之后，欧洲主权债务危
机爆发，并一直拖累着世界经济复苏。日本经济更是一
蹶不振，“安倍经济学”颓势尽显。

其次，发达经济体主要依赖量化宽松这种非常规货
币政策的实施来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结构性经济改
革却十分不力。量宽的实施固然具有压低长期利率、缓
解债务危机、应对通货紧缩的正面作用，但其提振实体经
济的作用有限。实际上，量宽带来的很多货币增量并未
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中逐利而动。它们在量
宽实施国的内部推高了市场、助长了泡沫；在国际间的流
动则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再次，从国际影响看，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具有
明显的“以邻为壑”特征，特别是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
很多困扰。纵观历史上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金融危机，国
际资本的“大进”往往是前提，而“大出”则是动因。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金融格局可以看出，量宽
的推出助长了“大进”，其退出则导致了“大出”。美元
加息周期即将启动的前景导致各国货币政策分化，特别
是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流，金融动荡加剧，
经济增长也陷入困境。在近阶段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资
本外流、储备减少、本币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决定维持
人民币汇率稳定，拒绝竞争性贬值，实际上起到了非常
关键的稳定作用。

谈到中国如何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时，梁国勇认
为，应以新的重大改革和开放措施提振市场信心。从整
体上看，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不利、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
外部环境并非加快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战略
机遇期”。然而，整体不利之中又有局部的有利。例如，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跌对中国贸易形势和经常项目
是有利的，也提供了相关领域结构性改革的机遇。外汇
占款在央行资产中比重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货
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为进一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拓展
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和投资领域，中美、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的最终完成，将在双边和区域层面大力推进中国国
际经贸环境的改善，并提振经济增长的信心。

中巴经济走廊惠四方

哈萨克斯坦加入中巴经济走廊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不久前在出访哈
萨克斯坦期间，与哈方就加强经济合作达成
一系列共识，巴方邀请哈方加入中巴经济走
廊并获得对方积极回应。哈萨克斯坦因此
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首个第三方参与国，彰
显出中巴经济走廊的强大号召力以及中、
巴、哈三国的巨大共赢空间。

首先，吸纳中亚经济领头羊哈萨克斯
坦为参与方，使得中巴经济走廊为“一带
一路”开篇的作用凸显。中巴经济走廊作
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局之作，其作用

远不仅局限于实现中巴两国之间的互联互
通，而是在于为“一带一路”建设确立成
功样板，凝聚沿线其他国家对“一带一
路”规划的政治认同和参与热情。哈萨克
斯坦是中亚5国中的经济“超级大国”，哈
萨克斯坦的加入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巴经
济走廊已成功延伸至中亚经济体，辐射惠
及周边的作用凸显。

其次，巴哈经济合作潜力大，中巴经济
走廊将为两国合作提供理想平台。巴哈两
国就哈萨克斯坦参与中巴经济走廊一拍即
合的背后是两国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在
能源合作方面，巴看重哈萨克斯坦油气储量
巨大的能源优势，期待在能源领域与哈萨克
斯坦展开更加紧密、更高层次的合作，为解

决长期困扰自身发展的能源问题再添重要
国际伙伴；在贸易合作方面，目前两国双边
贸易呈现出产品层次低、贸易总额小的现
状，巴认为导致两国贸易潜力未能得到充分
挖掘的主要问题在于互联互通的缺失，而中
巴经济走廊恰恰能解决这一瓶颈；在投资合
作方面，哈萨克斯坦企业界看重巴自然资源
丰富的禀赋优势，对投资巴纺织、食品加工、
皮革制品和制药等领域热情高涨。

第三，经喀喇昆仑公路北上，稳固新
疆欧亚大陆经贸合作枢纽地位。根据巴方
规划，哈萨克斯坦将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在
中国新疆地区通过喀喇昆仑公路与中巴经
济走廊实现物理联通，借此绕过安全形势
尚不允许开展大规模经济活动的阿富汗，

不仅使得整条贸易线路的安全系数更有保
障，而且地理上以我国新疆为中亚和南亚
之间的贸易中枢。软联通方面，巴、中、
吉、哈之间签有 4国转口贸易协定，规定
货物能够在 4 国指定口岸间免关税转运。
硬联通方面，随着喀喇昆仑公路阿塔巴德
段“湖改线”抢修工程的竣工，以及二期
升级扩建工程的展开，这条中巴友谊路将
以全新的面貌承担起连接巴基斯坦与中亚
诸国的新历史任务。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曾在国内和国际
重要场合多次强调，中巴经济走廊将惠及整
个地区，为中国、中亚、南亚、中东的30亿人
带来经济福祉，哈萨克斯坦应邀加入，是中
巴经济走廊向着这一目标迈出的坚实一步。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许缘 乐绍延） 日本总务
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低迷影响，8 月份剔
除生鲜食品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
比下滑 0.1%至 103.4，为 2013年 4月份以来首次同比
下降。

数据显示，8月份日本包括电价和汽油价格在内的
能源价格同比缩水 10.5%，其中汽油价格下降 17.8%，
民用燃油价格下滑 23%。不过，随着日元汇率持续贬
值，当月剔除生鲜食品价格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8%，耐用品价格上涨2%。

0.1%

日本 8 月份核心 CPI 两年来首次下滑
大众“失信”折射
产 能 过 剩 痼 疾

连 俊

上周，中美两国领导人正式会晤以及习近平主席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方成果清单备受瞩目，这反

映出中美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战略内涵的鲜明特

点。此外，全球市场上周最关心大众汽车尾气指标造

假事件。

日前，美国环保局指控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所产

车内安装非法软件、故意规避美国汽车尾气排放规

定，可能面临最高达 180 亿美元罚款。这一事件在上

周不断发酵，愈演愈烈。大众公司股票在上周出现暴

跌，甚至连累了日本汽车业的股票。欧洲多个国家宣

布对大众汽车事件展开调查。

22 日，大众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涉嫌违规排放事

件所涉及的柴油汽车数量可能达到 1100 万辆，公司绝

不容忍违法行为，将向公众通报调查进展。公司已拨

款 65 亿欧元应对此事。23 日，大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马丁·温特科恩宣布辞职。此后，多家研

究机构警告，这一丑闻不仅令大众汽车遭遇危机，甚

至可能拖累德国经济。

从目前的分析来看，市场对大众公司的诚信质疑

颇多，认为事件使大众集团信誉严重受损，进而对德

国制造业乃至对全球汽车业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这个评价可谓客观公允，不再赘述。需要点出的是，

大众失信事件折射出全球汽车业产能过剩的痼疾。

全球汽车业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

以美国为例，资料显示，美国汽车业产能利用率在过

去 20 年内持续下降，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快速由盛入

衰 。 20 世 纪 90 年 代 ， 美 国 汽 车 企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为

89% ， 本 世 纪 初 降 至 69% ，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期 间 低 于

40%。这也直接引发了通用汽车、克莱斯勒以及约 200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接受破产重组。

产能过剩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以

及对成本控制近乎苛刻的要求。不论是前几年爆出刹

车问题的日系车丰田，还是这些年深受 DSG、后悬架

断裂问题困扰，最近爆出尾气作假的德系车，归根结

底都是压缩成本干扰质量控制所带来的问题。

大众事件仍在发酵之中，最终结果如何还有待观

察。应当指出的是，日系车和德系车的问题，都是在

美国检出的，美国严格的质检标准可见一斑。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从 9 月 21 日起，美国纽约
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幕滚动播出中国书法宣传片，引
发美国民众和全球游客的广泛关注和好奇。该宣传片将
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一个月。《经济日报》记者在北京采
访了该宣传片中 80 岁的著名左笔镜体书法传承人孙浩

茗，他说，美方为接待习主席到访，安排播出中国书法可
谓独具匠心。中国书法博大精深，他所开创的镜体书法具
有“新、奇、巧、美、难”等特点，极具艺术观赏性、稀缺性和
收藏价值。此次中国镜体书法在美国播出，既彰显了中华
传统文化之美，也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纽约时代广场播出中国书法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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