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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闪耀美国消费电子展
本报驻纽约记者 朱 旌

本版编辑 李红光

保加利亚政局波及经济前景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

日本基础货币量连续 10 年增加

创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徐惠喜

美联储官员认为加息节奏
受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影响

2017 年 1 月 1 日是保加利亚加入欧
盟十周年纪念日，10年前欧盟正式接受保
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成员国。10 年后的
今天，保加利亚经济发展水平的确有了很
大提高，但是，当前政局不稳又成为制约
保加利亚经济今后发展的一大障碍。

据预计，2016年保加利亚经济将实现
3%的增长至 880 亿列弗，约合 451 亿欧元

（1欧元约合1.95列弗），在欧盟成员国中位
居前列。2007年，保加利亚的人均GDP仅
为欧盟国家人均GDP的41%，到2015年已
达到欧盟国家人均GDP的47%。

10 年前保加利亚最低工资为 186 列
弗，如今的最低工资已增加到 460 列弗。
据统计，到 2016年 12月份，保加利亚的人

均工资已达到 941列弗，2007年的平均工
资仅为 400 列弗。2007 年，保加利亚的
最低退休金为 92.23 列弗，到 2016 年已经
达到 161 列弗。保加利亚人的幸福感也
比加入欧盟前更强，2007 年只有 36%的
保加利亚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到
2016 年，保加利亚人对生活满意的达到
51%。但是保加利亚至今依然是欧盟中
最穷的国家，在加入欧盟 10 年后保加利
亚人均 GDP 依然在欧盟中垫底，其劳动
生产率和经济竞争力等相关指标也是欧
盟中排名靠后的。

尽管保加利亚多项经济指标显示经
济发展蒸蒸日上，但政局不稳仍有可能导
致保加利亚经济下滑。保加利亚当选总

统拉德夫将于 1 月 22 日宣誓就职，开始 5
年的总统任期。曾是战斗机飞行员和曾
任保加利亚空军司令的拉德夫在去年 11
月 14 日成功当选总统，随后时任总理鲍
里索夫提出辞职。根据法律规定，保加利
亚将于近期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直到新政
府组成。

当前，保加利亚议会选举将使各派政
治势力争夺空前激烈，从而有可能引发政
局不稳定。拉德夫与社会党和其他反对
党阵营通过总统选举已成功将公民党领
导的少数政府拉下马，在 2017 年春季的
议会提前选举中，拉德夫与社会党还将乘
胜追击，力争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进而掌
控新政府的组成。但前总理鲍里索夫所

在的公民党也会尽全力争取获得多数。
鲍里索夫及所在的公民党在保加利亚根
基十分深厚，掌握着大量国家资源并拥有
西方的广泛支持，因而公民党在此次总统
选举中虽然暂时失利，但在议会选举中胜
负如何还很难说。

多数分析认为，各派在议会选举中的
争夺将会白热化，有可能引发保加利亚政
局不稳。保加利亚市场经济机构首席经
济学家尼克洛娃女士认为，保加利亚目前
政治上的动荡很有可能导致 2017 年经济
增速下滑至 2%。她表示，根据欧盟委员
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17
年保加利亚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2.5%至
3%，但是这一预测的前提是政局稳定。

一年一度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
子展（CES）1 月 5 日拉开帷幕。作为全
球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行业盛会，CES
历来是未来科技的风向标，加上今年适
逢 50 周年，本届 CES 更加令人期待。据
举办方初步预测，将有约 20 万人参展观
摩，新产品发布估计将超过 2 万件。据
了解，智能化将贯穿整个展会，中国元素
也将更加吸引眼球，自动驾驶、智慧家
居、智能穿戴、VR 以及 5G 等先进技术都
将一一亮相。

中国元素继续成为本届展览的一大
亮点。最近几年，CES上的“中国味”越来
越浓。据美国消费技术协会的统计数据，
此次展会将有超过1300多家中国公司参
展，在参展商总数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
一。华为、中兴、小米、TCL、海信、乐视等
一批知名企业将在这一国际舞台上展现
最新的产品和科技成果。据悉，华为将举
行“新荣耀手机”发布会；中兴通讯将举行
中兴Blade V8的新闻发布会；海信公司
将发布未来3年至5年的显示技术方向及
战略产品；TCL 将发布新款黑莓智能手
机；小米等公司也将推出新品。

自动驾驶一直被视为消费电子的
“风口”。近年来，不仅传统汽车厂商菲
亚特、克莱斯勒、丰田、宝马、福特、本田
等 纷 纷 投 入 研 发 ，互 联 网 公 司 谷 歌 、
UBER，互联网电动车厂商法拉第也积
极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竞争中。在本届
CES 上，多家企业将推出自动驾驶新产
品、新探索和新理念。比如，本田展出了
一款配备了“情感引擎”的人工智能系统
自动驾驶“NeuV”概念车；宝马将展出一
个手势控制技术的概念驾驶舱；汽车零
部件制造商麦格纳将展出采用微软高级
辅助驾驶系统的未来之车模拟器；汽车

技术供应商德尔福集团将展示一辆加装
了传感器和自动驾驶软件的奥迪 SQ5，
演示自动驾驶汽车如何穿过隧道。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家居设
备应用程序的开发，智能家居产品正走
入寻常百姓家。智能冰箱、洗衣机和烘
干机等电器设备更为常见，智能化的门
铃、灯、吊扇、烟雾报警器等都让人们
生活更加自如，特别是采用了 OLED 技
术的电视不仅屏幕更大、更清晰，而且
更智能。正如往年展会上巨型电视屏
幕吸引人们的目光那样，今年也不例
外。三星、索尼以及 TCL 和海信等企
业 都 将 展 示 基 于 LCD 技 术 的 最 新 科

技，比如量子点技术和 OLED 技术。此
外，8K 分辨率、HDR 技术都将进一步
推动电视向大屏幕发展。值得期待的
还有显示技术演示，包括最新的投影
机等智能家居技术将继续展现智能设
备带来的便捷体验。

虽然全球许多国家的 4G 网络都起
步不久，但 5G 时代似乎已不再遥远。作
为新一代无线通讯主流技术，多个通讯
业巨头争相抢占 5G 技术发展先机。展
会上，英特尔将全方位展示 5G 技术为人
们生活带来令人惊叹的全新体验；高通
CEO 将从技术和经验的角度探讨 5G 网
络技术会给人们生活带来怎样的革命性

影响；爱立信将举办“5G 盛宴”分会并现
场展示实验性 5G基站和移动用户设备。

据全球消费科技市场调研机构预
计，2016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批发销售收
入预计将增长 31%，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全球可穿戴设备营收将增长
284%，到 2022年达到 450亿美元。此次
展会上，智能可穿戴设备将占很大比例，
包括个人视力追踪器、智能助听器、个人
身份验证可穿戴手链、智能狗环等新产
品都将亮相。在专家看来，今年 CES 上，
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进驻智能手表、续航
能力提升、个性化交互和反馈等三大亮
点值得关注。

从 8K 超高清电视到无人驾驶汽车

的 2 万多件创新产品在消费电子展上纷

纷登台亮相，这使亿万观众在大饱眼福

的同时，也再次让世人体验科技的魅力，

感知创新如何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

加智慧，更加美好。

CES 被誉为国际消费电子产品领域

的“风向标”，集中反映全球科技的重要

发展趋势。各参展商为此倾力推出的热

门电子技术产品，不仅令人大开眼界，更

为消费者开启一扇未来智能生活时代的

大门。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新技

术新产品，如录像机、DVD、3D 打印、平

板电脑和 4K 电视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划时代创新产品，均为先在 CES 展会上

初次与观众亲密接触，随后逐渐步入寻

常百姓家中。自 1967 年纽约市举办第一

届 CES 以来，该展会迄今展出了 70 万件

新品，极大地改变了世人的生活方式。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

依靠创新技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

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成

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在 CES

上每一次推出的突破性创新技术，都带动

了相关产业的快速进步，其成果从此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恰如美国消费电子协会

主席夏皮罗所言，全球消费电子技术变化

日新月异，创新技术不仅有助于经济增

长，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这个世界。

“优秀的企业满足需求，杰出的企业

创造市场。”这是企业营销的座右铭，这

同样适用于科技创新。毋庸置疑，创新

技术引领供给侧改革，不仅满足既有市

场的需求，而且创造和引导新的市场需

求，塑造特色消费需求。遥想 50 年前的

首届 CES，当时的消费技术行业估值仅

为 38 亿美元，到了 2016 年这一数字已攀

升至 2240 亿美元。能否抓住当前创新技

术的机遇，已成为业界未来兴衰的关键。

观摩本届 CES，5G、无人驾驶技术、

睡眠技术、智能家居是主要看点，这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一段时间的消费电

子创新方向。国际上的业界巨头对此蓄

势以待。令人欣慰的是，本届展会“中国

军团”阵容庞大，数量超过全部参展企业

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在

技术创新方面，越来越前位，如在无人

机、智能手机、社交服务等领域已赢得业

界的广泛尊敬。中国企业正以自己的方

式，推动科技创新，让世界变得更加智慧

更加美好。

苏丹矿业领域期待更多中国投资

葡萄牙发行首日封和邮票纪念
古特雷斯就任联合国秘书长

大埃及博物馆
加紧建设

巴西海外游客人数创新高

1 月 3 日，在埃及首都开

罗，工人在大埃及博物馆施

工工地工作。

大埃及博物馆坐落于埃

及开罗吉萨金字塔群北部两

公里处。因现有的埃及国家

博物馆展厅空间狭小，许多

文物只能存放在地下室和仓

库中，大埃及博物馆建设方

案由此于 2001 年被首次提

出。目前，展馆施工正在紧

张进行中。据介绍，建成后

的大埃及博物馆预计能容纳

近 10万件文物。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东京 1 月 5 日电 日本银行（央行）5 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末，日本基础货币量达到
437.43 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16 日元），为连续第 10 年
增加，再创历史新高。

日本基础货币量包含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
以及在社会流通的货币。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末，金
融机构在日本央行的存款准备金为 330.23 万亿日元，比
2015 年末增加约 30.5％；社会流通的货币总计 107.2 万
亿日元，比 2015年末增加约 4％。

据新华社喀土穆 1 月 4 日电 苏丹矿业部长艾哈迈
德·卡鲁里 4 日在喀土穆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与苏丹矿业
交流大会上表示，苏矿业领域期待获得更多中国投资。

卡鲁里说，苏丹矿产资源丰富，目前有超过 360 家外
国公司在苏进行矿业合作。中国企业有成熟的投资经验，
苏丹愿为中方在其矿业领域投资提供便利和安全保障。

中国驻苏丹大使李连和在会上表示，中方将在矿业
领域合作中继续坚持对接苏方发展战略，注重提高苏方
的自主发展能力和人力资源培训。

据了解，目前共有 22 家中资企业在苏投资经营，投
资额累计超过 1亿美元。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4 日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4
日公布的去年 12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
认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影响未
来美联储加息节奏。

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在去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的
货币政策会议上讨论了特朗普上任后经济政策出台时
间、规模和构成的重大不确定性，普遍认为现在判断哪些
政策将得到落实以及这些政策将如何影响美国经济前景
为时过早。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上任后将出台大规模减税和基础
设施投资政策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但相关政策细节并
不明朗，美国国会是否会全盘接受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方
案也存在不确定性。

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强调，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不确
定性使得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沟通面临更多挑战。美联储
官员同意根据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货币政策进行调
整，并警告美联储的实际加息节奏可能与目前预期不同。

美联储去年 12 月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
调 25 个基点到 0.5％至 0.7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时隔
一年后再度加息。市场人士预计，特朗普的财政刺激
政策将推升美国通胀压力，美联储可能会在 2017 年加
快加息步伐以避免美国经济过热。根据美联储上月发
布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美联储官员预计 2017 年
将加息 3 次。

1 月 4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一个邮局，一名顾客手

持为纪念古特雷斯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而发行的邮票。

当日，葡萄牙邮政公司发行首日封和两枚面值分别

为 0.8 欧元和 2 欧元的邮票，纪念古特雷斯就任联合国秘

书长。 （新华社发）

泰国 2016 年大米出口未达预期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据泰国商务部 1月 4

日消息，2016 年泰国大米出口总规模为 960 万吨，较上
一年下降 1 个百分点，离该部设定的全年 1050 万吨目标
仍有较大差距。

对此，泰国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杜昂彭认为，全年大
米出口总额为 1500 亿泰铢，约合 42 亿美元，这一数值较
2015 年缩水 1%，因为全球购买力整体水平仍相对疲
软。据了解，泰国目前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位居印
度之后。

英国首相任命新的英驻欧盟大使
据新华社伦敦 1 月 4 日电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4 日

任命资深外交官蒂姆·巴罗出任英国驻欧盟大使，以接替
3 日宣布辞职的伊万·罗杰斯。英国首相府在一份声明
中说，巴罗曾任英国驻俄罗斯大使，是一个经验丰富且强
有力的谈判代表。巴罗在声明中表示，期盼与英国有关
部门合作，确保英国“脱欧”谈判成功。

英国政府发言人 3 日说，英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
已宣布辞职，但未透露其辞职的具体原因。舆论认为，罗
杰斯在英国即将开始“脱欧”谈判的关键时刻辞职，对需
要谈判专家的英国而言是一个打击。英国舆论普遍预
计，不论裁决结果如何，英国将在今年 3 月底前如期开始
与欧盟的“脱欧”谈判。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 月 4 日电 官方
数据显示，得益于南美洲首次举办奥运会，
2016 年赴巴西旅游的国外游客人数达到
660万，创下历史新高。

巴西旅游部公布数据称，在举办奥运
会的 2016 年，共有 660 万游客从世界各地
来到巴西，这一数字与 2015 年相比增长了
4.8％。这些游客对巴西经济的贡献为 62
亿美元，比之 2015 年的 58.4 亿美元有所
增长。

根 据 联 合 国 在 2015 年 旅 游 业 方 面
的相关统计，巴西虽然是拉丁美洲最具
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但还未能排进世
界前十热门。全球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为
法 国 ，在 2015 年 共 有 8450 万 人 前 往 观
光旅游。

巴西旅游部的一份统计表明，在 2016
年前往巴西的游客中，95％表达了再度到
巴西旅行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