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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傲慢与偏见”
对 待 中 国 投 资

连 俊

几经波折之后，英国终于在上周批准了欣克利角
C 核电项目。虽然英方仍为该项目设定了许多限制，
但问题总算是朝着解决的方向迈出了一步。鉴于欣克
利角C核电项目的种种风波，中英后续核能合作项目
能否顺利推进，不能轻言乐观。

15 日，英国政府宣布批准欣克利角 C 核电项
目，但同时仍为该项目的股权及今后外资进入英国

“敏感领域”设定诸多限制。欣克利角 C 核电项目是
中英法三方本着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精神达成的重要
成果，是英国中止核电建设 20 多年来兴建的第一个
核电站。但是，今年7月份英国政府突然宣布推迟批
准该项目，给项目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分析指出，
一些政客的无端猜忌和媒体的恣意炒作是造成项目推
迟批准的重要因素，但其中也反映出对待中国投资的

“傲慢与偏见”，却是西方国家亟待反省的。
最近两年，中国对外投资保持了快速增长。中国

商务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份中国非
金 融 类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1180.6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53.3%，已与去年全年投资总额持平。中国的投资行
为固然是为了寻求商业利益的回报，但同时也给有关
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以及大量的就业机
会。正如中方一直强调的，中国的投资是着眼于互利
共赢的投资。

遗憾的是，一些国家的政客基于自身的经验和
偏见，对中国投资已不仅仅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
么简单。比如不久前，澳大利亚就以国家安全为由，
阻止了中国国家电网收购澳洲电网公司股份 99 年租
赁权。需要指出的是，澳方的理由是彻头彻尾的“言
之不预”：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已经严格按照国际招
标程序及澳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指导，参与该项目
的竞标，并依澳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积极配合安全审
查工作。但在该项目已进入公开招标最后阶段的情况
下，澳方以其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企业投资该项
目。正如中国商务部的声明所强调的，“这一决定表
明了澳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不过，中国投资的潜力有目共睹。12 日，美国
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发表文章说，未来几十年中国对
外投资将继续迅速增长，美国需要打造开放的投资环
境，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资本。保尔森认为，

“中国投资有大幅增长的潜力，但具体的表现将取决
于美国市场的能力与意愿，取决于联邦政府、州、市
政府与美国企业是否能利用这一机会，继续接纳外国
投资”。保尔森对中国投资的见识，比一些人要高出
不少。不过，美国能不能真的打造出开放公平的投
资环境，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欧盟峰会发了什么“声音”
陈 博

在英国公投脱欧后，“无英”的欧盟未
来将何去何从？近日，欧盟非正式峰会在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落下了帷幕，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会上就应对危机，重
振欧盟等一系列问题举行了仓促讨论。
同时，在仅仅为期一天的峰会上，欧盟各
国在难民政策与经济振兴等问题上也没
有取得更多新的共识。

英国公投脱欧这一“黑天鹅事件”一
度令欧盟面临的内外部离心力陡增，布拉
迪斯拉发峰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
举行的，欧盟委员会希望各成员国能够共

同商讨欧盟的治理与改革之路，加强共
识，减少分歧，利用峰会成果向外界展示
欧盟的信心。

虽然英国脱欧是促成本次峰会的“催
化剂”，但议程并未过多地在相关问题上
耗时过长，外界普遍据此评估欧盟内部已
在对英谈判问题上达成一致。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亦在会后表示，峰会没有过
多讨论该话题，欧盟成员国均已做好了同
英国谈判的准备，欧盟既希望与英国保持
良好关系，同时也不会让谈判结果损害欧
盟自身利益。

会后发布的《布拉迪斯拉发宣言》和
“布拉迪斯拉发路线图”显示，欧盟成员国
将在未来 6 个月内，着重在防务、移民、反

恐、经济四大领域推进改革与务实合作。
在防务问题上，欧盟确定将加强与北约的
合作，欧盟委员会提议建立统一的“联合
军事指挥中心”，在年底前出台一系列有
关防务安全合作的具体实施细则；在移民
问题上，欧盟将“加快”应对难民和移民的
反应速度，强化外部边界管理，推动相关
立法进程；在反恐问题上，欧盟边境部队
呼之欲出，将加强入境个人信息的审查
力度，各国将共享安全信息与数据库；在
经济问题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
为促进经济增长，欧盟投资计划应增加两
倍，相关贸易政策亟需改进。此外，据欧
盟官员透露，即将于10月份举行的欧洲理
事会还将继续着重讨论经济发展问题。

不过，共识声明难掩分歧。首先，峰
会前，卢森堡外交大臣公开指责匈牙利的
移民政策“自私”，扬言要将匈牙利“踢出
欧盟”，引发匈牙利官方的不满与批评。
其次，备受关注的德法意三大轴心领导人
在会上亦就移民问题“各说各话”，本土滞
留大量移民的意大利在会上提出的诉求
未得到重视，这直接导致意大利总理伦齐
拒绝与德法领导人共同出席会后新闻发
布会。伦齐表示，他“无法满意”峰会在移
民与经济问题上的结论。最后，部分西、
南欧国家对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匈牙
利、波兰、斯洛伐克与捷克）有关“松散”欧
盟体制与政策的提议不满，认为这将扩大
欧盟内部“不团结的裂缝”。 本版编辑 李红光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银行行长
金墉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瓦曼·卡马特日前签
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应对全球巨大的基础设施需
求。这一协议正式确定了两家机构建立的合作伙伴关
系，为其探索国家层面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将主要集
中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全球有12亿人口没有通电，
24亿人口缺乏基本卫生服务。在截至2016 年6月30
日的财年中，世界银行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达 250
亿美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的协议明确
了 2 家机构可能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包括探索和寻求
项目联合融资机会；根据各自政策和程序，促进业务知
识交流；探索和寻求咨询服务机会；促进人员借调和交
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瓦曼·卡马特表示，非常
感谢世界银行提供的及时支持，并期待继续深化双方
的合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将倾听、学习并开展合
作，以促进成员国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

金砖新开发银行与世行加强合作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创新中国：首届纽
约时装周中国专场”活动日前在纽约新美术馆举行。
这是纽约时装周首次设立的中国专场展示。

此次展示的十余位中国青年服装设计师的作品，
主要以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苎麻为主要原料。因
其清凉透气、轻盈舒爽，特別适宜夏天而被冠名“夏
布”。这些作品不仅为时装周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还展现了中国设计的软实力，给中美文化交流带来
新的亮点。

纽约时装周与巴黎、米兰和伦敦时装周并称全球
四大时装周，每年举办两次，2月份举办当年秋冬时装
周，9月份举办次年的春夏时装周。

首届纽约时装周中国专场举办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据国际能源署
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2015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投资额为 5830 亿美元，跌幅达到 25%。预测数据显
示，今年对该行业的投资还将继续下跌24%至4500亿
美元。据统计，2014年全球对该行业的投资总额高达
7500亿美元。

专家分析认为，2017年全球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的投资额仍会维持下跌走势，连续4年投资回落，实属
历史罕见。

数据显示，美国国内对能源行业投资额的回落明
显。2015年美国国内对该行业的投资仅为2800亿美
元，较2014年减少了750亿美元。页岩油行业的投资
回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52%。与美国相比，中东地区
和俄罗斯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投资仍然保持了较稳定
的增长。

全球油气行业投资继续萎缩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波音公司
日前在北京发布针对中国市场的最新《当
前市场展望》报告，预测未来 20 年中国将
需要6810架新飞机，总价值达1.025万亿
美元。由此，中国将成为世界首个总价值
超万亿美元的航空市场。

波音民机集团市场营销副总裁兰迪·
廷塞斯表示，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向消费驱
动转型，航空业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
关键性作用。他说：“由于旅游业和交通
运输业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我们预测未

来 20 年中国的年客运量增长率将达到
6.4%。”

波音预测,到 2035 年，中国单通道飞
机市场将需要 5110 架飞机，占飞机总交
付量的 75%。低成本航空公司和全服务
航空公司将继续增购飞机，继续扩张与完
善“点对点”航线网络，以满足在中国乃至
亚洲范围内快速崛起的中产阶层休闲及
商务出行需求。此外,未来 20 年宽体飞
机机队规模将增至目前的 3 倍，总共需要
1560架新飞机。

目前,中国单通道机队规模占全球单
通道机队的18%，宽体机队规模只占全球
宽体机队的 5%左右。廷塞斯认为，中产
阶层人群的不断增长、新签证政策的出台
以及具备新科技、新性能与高效率的各种
宽体飞机面世，意味着中国远程航线市场
蕴含更多机遇。报告还预测，受中国电子
商务持续发展的推动，航空货运有望成为
中国航空业的核心业务，未来将需要 180
架新货机和 410 架改装货机以满足航空
货运发展需求。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
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
整，美国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环比
上升 0.2%,市场预期为环比上升 0.1%。
美国 8 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略微走高，显
示美国通胀可能会持续企稳。

数据显示，不计入食品和能源消费，美
国 8 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上升
0.3%，为 2016 年 2 月份以来最大升幅，市
场预期为环比上升 0.2%。与去年同期相
比，美国 8 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
2.3%，市场预期为2.2%。核心消费者价格
指数同比升幅已连续 10 个月高于美联储
预设通胀目标。

美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0.2%

波音公司预测

中国航空市场将超万亿美元

9月16日，在意大利维罗纳，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在表演苗族舞蹈《花棍舞》。当日，第14届多卡蒂国际传统街头游戏艺术节开幕式
在意大利维罗纳举行。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代表团130余人参与当天的表演和交流。 新华社记者 金 宇摄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据
最新统计数据，7 月份欧元区商品出口总
额为 1672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0%。当月欧元区进口商品总额为 1420
亿欧元，同比下降 8%。7 月份，欧元区贸
易顺差回落至 253 亿欧元。今年前 7 个
月，欧元区对外出口总额为 1.174 万亿欧
元，同比回落 2%，商品进口为 1.013 万亿
欧元，同比下降4%。

欧元区外贸同比下降 10%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
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
美国8月份商品零售额为4563亿美元，环
比下降 0.3%，市场预期为环比下降 0.1%，
为 5 个月来首次出现环比下降，显示美国
消费者对增加开支转为谨慎。

数据显示，剔除波动性较大的汽车
和零部件，美国 8 月份商品零售环比下
降 0.1％。从分项来看，美国 8 月份建筑
材料和园艺用品销售环比下降 1.4%，体
育用品、书籍和音乐制品销售环比下降
1.4%，在线销售环比下降 0.3%。分析人
士认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反弹力度可
能低于预期，因此美联储不大可能在 9
月 20 日至 21 日举行的货币政策例会上
决定加息。

美商品零售环比下降 0.3%

新华社加拉加斯 9 月 17 日电 泰国
副外长富达恭作为“七十七国集团和中
国”的代表 17 日在不结盟峰会发言时表
示，该组织已准备好将进一步加强与不结
盟运动的合作，共同推动南南合作。

富达恭说，“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与
不结盟运动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集体发
声、被世界倾听的平台。他说，此次峰会
讨论的有关联合国改革、反恐和应对气候
变化的议题也应被纳入“七十七国集团和

中国”的议程。
他强调这两个组织应携手推动南南

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
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落实。

富达恭还表示，“七十七国集团和中
国”尊重各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反对
部分强国采用强制性的单边主义手段干
涉他国内政或者施压。

第17届不结盟运动系列会议于13日

至18日在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举行，其中
最重要的不结盟运动峰会于17日至18日
举行。14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层代表出席
峰会。委内瑞拉在此次峰会中接替伊朗成
为该组织轮值主席国，任期至2019年。

不结盟运动现有 120 个成员国，绝大
部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代表性。中国于
1992年9月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

“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将加强与不结盟运动合作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遥远报道：根
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
最新数据，截至 2016 年 7 月 1 日，吉尔吉
斯斯坦人口总数达 607.8 万。数据显示，
2016 年上半年吉人口增长了 5.8 万，半年
增速为 0.1%。吉公民对外移民数量减少
使得吉人口自 2012 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
增长趋势。

吉尔吉斯斯坦人口超600万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马沙巴内日
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对 G20 杭州峰会给
予了高度评价。马沙巴内赞赏中方作为
主席国所做的工作，认为在中方努力推
动下，G20 杭州峰会取得了一系列富于
雄心的实质性成果。作为二十国集团中
唯一的非洲地区成员，南非对 G20 杭州
峰会成果重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表示认同。

马沙巴内表示，本届峰会主题为“构
建 创 新 、活 力 、联 动 、包 容 的 世 界 经
济”。在这一主题指引下，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就一系列议题开展广泛交流与深
入讨论，包括创新增长路径、完善全球

经济金融治理、重振国际贸易与投资、
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问题。马沙巴
内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此次峰会期
间受到高度重视，南非对此表示欢迎，
认为这符合中方大力倡导的“包容性发
展”理念。

马沙巴内指出，对于南非以及非洲
而言，G20 杭州峰会成果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承诺捍卫多边贸易体
制。南非呼吁加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核
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尽快优先推进多哈
回合剩余议题谈判，为发展中国家出口
产品增加市场准入。这在峰会公报中已
经得到了确认。

其次，支持工业化进程。马沙巴内指

出，南非是一个发展中的非洲国家，因此
对于此次峰会致力于集中讨论非洲地区
发展议题非常满意，其中最关键的是通过
了《二十国集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行动计划》以及《二十国集团支持非
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马沙巴
内指出，后者与南非本国的发展规划以及
非盟通过的《非洲 2063 年议程》相契合，
都认为实现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是非
洲大陆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三，创新增长方式。马沙巴内认
为，此次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创新增
长蓝图》，表明领导人普遍认同创新、数字
经济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推动全球
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马沙巴内表示，南

非呼吁通过加大投资与加快技术转移，确
保非洲国家不被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所
遗落。在这方面，南非认为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不应被滥用，不应被用来阻挠、排斥
非洲国家实施工业化。

第四，加大打击非法资金外流力度。
南非认为由于恶意的贸易错开发票等非
法活动导致跨境资金流动影响各国筹集
国内发展资源，非洲国家也是受害者。峰
会成果确认将同世界海关组织就有关研
究报告沟通协调。

此外，马沙巴内还就峰会对抗生素耐
药性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打击恐怖主
义以及应对难民危机等议题的承诺表示
了赞赏。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马沙巴内表示

南非高度赞赏G20杭州峰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