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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9月份贸易逆差环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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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9月份贸易逆差为 408.1亿美
元，市场预期为410亿美元，较8月份修正后的480.2亿
美元环比下降15.0%，为今年2月份以来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出口总额为1879亿美元，环
比增加 1.6%，为 2014 年年初以来最大增幅；进口总额
为 2287亿美元，环比下降 1.8%。其中，美国对加拿大、
欧盟、中国等经济体出口上升，对欧盟出口大增 7.7%；
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国进口上升，从日本、巴
西等国进口下降。由于自中国进口攀升，美国9月份对
华贸易逆差创新高，达到362.77亿美元。

国际物流可助中小企业走出去
本报讯 联邦快递日前发布《全球性机遇：小型企业

的进出口趋势研究》调研报告称，相较于非出口型企业，出
口型中小企业更容易实现较快的业务增长，发展速度更快。

报告指出，有 71%的中小企业表示，进出口业务潜
在收益巨大，愿意尝试走出国门发展。但是，多数企业认
为，中小企业在资金、人力、信息等方面优势不足，开展进
出口业务面临很多挑战，主要包括对国外市场了解不足，
账款回收率得不到保证，容易遭受汇兑损失，以及运输风
险等隐性损失。

联邦快递中国区总裁陈嘉良表示，中小企业是中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帮助中小企业实现跨境贸易不
仅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也将使中国经济受益。国际物
流供应商可以利用其跨区域运输货物的丰富经验，为走
出国门的中小企业提供建议和帮助。 （张 米）

新华社巴黎电 （记者韩冰 朱燕） 法国劳工
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法国本土完全失业人数
减少2.38万人，比上个月下降0.7个百分点，创2007年
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据统计，9月份法国本土完全失
业人数为354.78万人；如将不充分就业人数计算在内，
同期法国本土失业人数为542.27万人。法国财政部长
萨潘日前表示，法国经济今年将打破“零增长”的僵局，
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1%，明年将提速至1.5%。

2.38万

法国 9 月份失业人数减少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日前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巴基斯坦列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名单。

报告预计，巴基斯坦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将持续保
持温和增长，并在 2020 年达到 5.2%的较高增速。其
中，本财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达 4.5%，较上两财年
4.0%和 4.2%的增速有进一步提高。报告预计，巴基斯
坦消费者价格指数将在 2020 年达到 5.0%，本财年预
计为 4.7%，略高于上一财年 4.5%的水平，较 2013 至
2014 财年 8.6%的高值有显著下降；预计巴本财年经
常账目逆差为 0.5%，较上两个财年（1.3%和 0.8%）持
续改善；预期巴本财年失业率为 6.0%，较上两财年
6.7%和 6.5%持续下降。

巴基斯坦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据德国大众公司三
季度财报显示，受“尾气检测门”影响，公司三季度息税前
损失高达约35亿欧元。而去年同一时期，大众的经营利
润还高达32.3亿欧元。大众预计，公司全年利润相比去
年也将有“明显”下滑。

三季度财务出现严重亏空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此
前宣布计提的 65 亿欧元。声明表示，税后结果不会更
糟，因为大众在华业务保持稳定。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
底，大众中国分公司的经营利润保持在38亿欧元左右。

35亿欧元

大众三季度经营亏损严重

加拿大温哥华日前举办第 33 届火车模型展，来

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约 300 名火车模型爱好者携

收藏品参展。图为人们在温哥华火车模型展上乘坐

小型火车。 新华社发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
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称，
欧盟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
长年率将分别为1.9%、2%和2.1%，欧元区经
济增长年率则分别为1.6%、1.8%和1.9%。

报告指出，受油价下跌、宽松货币政策
和欧元贬值等因素影响，欧盟成员国经济持
续保持复苏势头，但经济增速依然较为缓
慢。欧盟经济面临的积极因素包括就业市
场改善，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信贷
条件放松，金融去杠杆化和投资增加等。此
外，欧盟成员国在过去几年中实施的改革有
助于促使经济增长。不过，促使欧盟经济复
苏的积极因素影响正在减弱。欧盟经济发
展正面临一些新挑战，如新兴市场经济体经
济增速减缓，全球贸易增速放慢，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难以消除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增
速放缓，以及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新兴市
场的影响等因素将会对欧盟投资和经济活
动产生消极影响。

报告认为，欧元区大多数成员国的国内
需求不断增加。名义收入增加和低通货膨

胀率将会促进私人消费增长。家庭可支配
收入增加，企业利润空间改善，有利的融资条
件和市场需求前景改观等积极因素将会促
进投资增加。欧盟成员国的就业市场将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改观。部分实施劳务市场
改革的成员国就业人数可望持续增加。总
的看来，欧元区失业率在2015年、2016年和
2017年预计分别为11%、10.6%和10.3%，
欧盟失业率则分别为9.5%、9.2%和8.9%。

报告说，欧盟过去多年整顿财政的努
力已经开始见效，欧盟和欧元区财政赤字比
例（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政
府债务比例（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例）可望持续下降。欧盟和欧元区财政
赤字比例预计分别由2015年的2.5%和2%
下降到1.6%和1.5%，政府债务比例预计分
别 由 2015 年 的 87.8% 和 94.5% 下 降 到
85.8%和91.3%。报告预测，受油价及其他
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等因素影响，欧盟通货膨
胀率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预计分
别为0%、1%和1.6%，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则
分别为0.1%、1.1%和1.6%。

报告分析指出，大量难民抵达欧盟虽
在短期内加重了成员国的财政负担，但从中
期看将有利于欧盟劳务市场供给，难民进入
将对欧盟经济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欧盟委员会负责欧元和社会对话的副
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经济预测显示，
欧元区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欧元区经济
增长主要是靠油价走低、欧元贬值和欧洲央
行宽松货币政策等短期有利因素推动。欧
盟经济要想保持和增强复苏势头，就必须要
充分借助这些短期有利因素，实施负责任的
公共财政政策，促进投资和结构改革，以增
强竞争力。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与金融、税务和海
关事务的委员莫斯科维奇指出，欧盟经济增
长仍不均衡，特别是在欧元区，经济趋同速度
仍不够快。欧盟经济仍面临重大挑战，包括
投资不足，经济结构不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
增长，私人和公共债务长期居高不下等。所
有这些挑战都需要欧盟及其成员国在2016
年采取大胆而坚决的应对举措，在全球经济
前景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更应如此。

“中国标准”植根东非
本报记者 朱 磊

记者近日随中国记者代表团从东非肯
尼亚一路向北行至埃塞俄比亚，沿途拜访
在东非的中资企业，调研中国公司承建的
多处工程。所到之处，有关中国标准的好
评之声不绝于耳。

沿着 100 多年前英国人修建的陈旧
“米轨”，《经济日报》记者探访东非铁路
网的起始段——蒙内铁路内罗毕段。这
是肯尼亚100年来修建的首条新铁路，从
首都内罗毕通到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
按照规划，蒙内铁路将连接乌干达、卢
旺达、布隆迪等，成为连通东非多个国家
的经济大动脉。

“这条铁路是首个海外全中国标准项
目，全部采用中国国铁一级标准设计施
工。”承建方中国路桥公司蒙内铁路第八
项目部党工委书记王明军表示，这条铁路
会将中国的资金、技术、标准、装备制造
和管理经验带入东非。

在埃塞俄比亚尘土飞扬、坑坑洼洼
的渣土路上行进了一小时之后，汽车突
然拐上了一条平整崭新的沥青高速路，

一名中国工程师和12名当地工人正在路
边加装护栏。这是即将完工的亚的斯—阿
达玛高速公路，连接埃塞俄比亚两座最大
的城市。除了路牌指示，这里和中国的高
速公路一模一样。“亚的斯—阿达玛高速
公路是中交集团采用中国规范和标准承建
的。”中交集团埃塞高速公路连接线项目
经理胡彦伟介绍说，“中国企业走进非洲
必须换个思路，中国规范、中国标准的输
出比劳动力和资本输出更重要”。

东非第一条轻轨——亚的斯亚贝巴
环城轻轨 9 月 20 日通车试运行。在欧
洲标准、美国标准、中国标准等近乎苛
刻的对比中，由中铁集团提出的“中国
技术标准”，因兼顾埃塞俄比亚国情和
经济发展水平而胜出。中铁二局项目经
理杨忠波骄傲地说：“项目成为中国首
个从融资、规划、设计、施工、设备采
购、安装、调试、营运的全产业链出口
项目。这与我国发展工业 4.0 以及埃塞
的国家战略都非常契合，在东非及整个
非洲都是标志性、示范性工程。”

铁路、公路、轻轨⋯⋯由中资公司
施工建设的一个个“明星项目”，成为
中国标准在东非的“形象大使”。

采用中国标准的所有项目，施工建
设所需材料、设备都会从中国进口。中
国的优质产能将由此大大加快向外输出
的进度。中铁二局亚的斯亚贝巴轻轨项
目总设计师王建说，埃塞俄比亚的轻轨
建设施工，除了水泥是在当地采购，其
他全部来自中国。铁轨来自中国的钢铁
厂；轻轨的机车由中车集团生产；通信
系统使用华为的产品⋯⋯

此外，中国标准在非洲站稳脚跟，
还会把国内的设计产业、咨询产业带出
来。中国水电内罗毕外环路升级项目部
项目总工郭昆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在肯尼亚的施工企业中，配套建材主要
由印度企业承担，设计公司来自日本和
欧美，施工监理公司大都来自欧洲。中
国企业要想更多走出来，要先让中国标
准走出来。据记者了解，中国标准已经
开始“植根”东非，但若想枝繁叶茂仍
有待时日，尚须通过一个个大项目的不
断积累，反复经历考验。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
经理表示，目前一些非洲国家沿用法国
标准或英国标准，并要求既能防风、防
冻，还能防洪，这提高了项目要求和成
本。许多非洲国家位于赤道附近，根本
没有防冻的需求，个别国家常年干旱，
防洪也显得多余。相比之下，中国标准
更因地制宜，成本更低也更有效。

东非国家大部分工业化水平低，技
术工人少，中国标准缺乏来自本土的执
行力。为此，自 2010 年以来，中铁二
院先后派出了 700 余人次的技术和管理
服务团队赴埃塞俄比亚现场开展工作，
并举办多期培训班，为埃塞俄比亚培训
了 27 位 高 级 轨 道 交 通 技 术 和 管 理 人
才，为非洲其他国家培训了 60 多位技
术人才。据介绍，培养出的人才都很熟
悉中国标准，他们更倾向使用中国生产
的机械设备，这将间接促进“中国制
造”的出口。

看得出，能带动“中国标准”一起
走进东非的还是要有拿得出手的“中国
制造”和“中国培训”。

荷兰合作银行与荷兰驻华使馆日前
共同举办主题为“‘一带一路’——农业和
物流业的机遇”论坛，探讨“一带一路”倡
议为中荷两国经贸合作带来的新机遇。
据荷兰合作银行预计，中国对易腐商品的
消费总量 2025 年将较 2010 年增长 17%，

“一带一路”将为中欧食品与农业贸易往
来带来新契机。

荷兰合作银行和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在论坛上共同发布《货运与冷链——满
足中国对易腐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报

告指出，过去通过海运，重庆到欧洲的货
物一般要经过 40 多天才能送达，新落成
的“渝新欧”铁路可使从重庆到欧洲之间
的运输时间缩短 30 多天，为荷兰与中国
间的易腐食品和农产品贸易开启了全新
时代。

荷兰合作银行农业与食品研究咨询
部亚洲主管周彬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正快
速发展成为消费导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
和城镇化正不断促进人口对于更高品质、
安全和新鲜食物的需求，这其中便包括肉
类、乳制品、水果和蔬菜。利用好“一带一
路”，将有望开启全新的市场机遇。

在中国，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易
腐商品正以每年 50%的速度增长，这将为
未来的贸易带来更多、更广泛的机遇。目

前，中国 22%的食品从欧洲进口，这个数
字有望继续增长。报告指出，以“一带一
路”促进易腐食品贸易，还需要解决物流
产业方面的障碍，培育运行良好的冷链供
应 链 。 荷 兰 合 作 银 行 预 计 ，在 2015 至
2025年间，中国需要投入 850亿美元来改
善冷链基础设施。

荷兰是世界上第二大粮食和鲜花出
口国，有“欧洲菜篮子”之称。但因与中国
相距遥远，无论空运还是海运，对农产品
来说都不是最好选择。因此，长期以来，
从荷兰出口至中国的农产品在荷兰出口
额中占比不到 1%，这也表明中荷农产品
贸易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荷兰企业开
始走近“一带一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

连接中欧食品产业与贸易，让更多优质农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荷兰合作银行亚洲
区首席执行官杰罗恩·尼杰森表示，“‘一
带一路’将给我们在中国和欧洲的客户带
来全新的机遇。我们期待与他们更加紧
密的合作，以把握这些市场机遇”。他还
说，一旦在速度和成本方面形成成熟的运
作模式，“一带一路”便能把中国消费者与
广大的欧洲和本土食品制造商紧密连接
起来，这其中蕴含巨大的潜力。“渝新欧”
铁路也将进一步助推中国冷链业的发展，
促进中国的冷链供应商与高品质设备和
产品对接。这些发展也将帮助削弱诸如
疾病和极端天气等区域性灾害对食品业
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
力，稳定市场价格。

“一带一路”助推中欧食品和物流产业合作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屋漏偏逢连夜雨
连 俊

大众“排放门”尚未解决，上周又

爆出新的造假丑闻。虽然大众这次自曝

家丑颇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但事

件最终走向仍待观察。

3 日，德国大众集团发布声明称，企

业内部调查发现，集团约 80 万辆柴油车

的二氧化碳排放数值涉嫌造假。这是继

9 月份美国环境署指控大众部分柴油车

在尾气检测中作弊之后，大众集团在自

查中主动爆出的又一造假事件。分析预

计，这次查出的造假事件将给大众造成

20 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一天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德国

运输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 4 日在联邦

议会表示，大约 9.8 万辆大众汽油车涉及

二氧化碳尾气排放数据造假，运输部将

对大众汽车集团采取新的严格措施。有

分析称，此前大众“排放门”只涉及氮

氧化物排放数据造假，而新出现的二氧

化碳尾气排放问题，“将大众汽车集团再

次推向新的深渊”。

尽管大众这次自曝家丑颇有些“亡

羊补牢”的勇气，然而美国监管当局并

未就此罢休。3 日，德国媒体披露，美

国运输部正对大众涉嫌隐瞒汽车安全缺

陷展开调查。美国环境署 2 日则表示，

2014 款至 2016 款 3.0 升排量的大众、奥

迪、保时捷柴油车也涉嫌采用尾气排放

操控装置。

受到大众丑闻影响的，还有德国经

济。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秋季经济展

望报告，预计 2015 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

将分别增长 1.6%和 1.9%，比春季展望报

告分别高出 0.1 个百分点。在这片相对较

好的形势中，受大众汽车“排放门”带

来的下行风险影响，德国经济增速预期

与春季展望报告相比出现下降，2015 年

GDP 增长预期从 1.9%下调至 1.7%，2016

年增速预期从 2.0%下调至 1.9%，可谓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分析认为，愈演愈

烈的丑闻不仅带给大众声誉上的巨大损

失，随之而来的处罚和赔偿也将大幅提

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如何妥善解决，是

大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临的严峻考验。

本版编辑 李 满 禹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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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秋季预测报告称

欧盟经济有望持续温和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