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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起，南非经济将逐渐步入
稳健增长轨道，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日前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南非副总
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向与会者表达了自己
对南非经济的乐观展望。拉马福萨认为，
南非健全的政府机构为抗击市场不确定性
构筑起了有效的“减震带”，呼吁投资者增
强对南非经济增长的信心。

不过，对于2017年南非经济的增长前
景，舆论却普遍持保守观望态度。世界银
行认为，在过去3年内，南非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连续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贫困群体
收入水平下降，政府也缺少能够实现发展

目标的资源。在创造就业方面，目前已
经取得的成就也和《国家发展计划》的目
标还有一些距离。此外，南非吸引的外
国直接投资在过去 5 个季度里持续下
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发布的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南非2017
年经济增长率将仅为 0.8%，2018 年为
1.6%，并认为由于包括政策缺乏连贯
性、电力供应不足、技能稀缺等一系列结
构性因素，2017年南非经济复苏将较为
缓慢。报告还指出，南非需要制定更包
容的劳工政策，并推动落实教育领域的
改革措施。

不确定性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显著
特点。对于外部风险敞口较大的新兴市
场国家来说，波动的外部环境加剧了宏
观经济风险，南非也并不例外。

业界普遍认为，立场更加鹰派的美

联储以及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倾向预计将使
新兴市场广泛承压。南非储备银行行长莱
西塔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特朗普当
局的政策走向尚不明晰，南非在制定本国
货币政策时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在财政政
策领域，假如特朗普推行刺激方案，则有可
能加快美元走强进程。虽然强势美元对南
非出口企业而言是利好，但南非整体负债
成本将会上升，并且将引发资本外流。鉴
于特朗普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调，南非
各界担忧美国可能将重新审视《非洲增长
与机遇法案》。目前，该法案允许包括南非
在内的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美国出
口产品享受免配额免关税优惠待遇。

英国政府公布“硬脱欧”方案也引发了
一系列市场动荡。英国占据南非对欧盟出
口总额的20%，主要集中在贵金属、汽车及
其零配件和生鲜水果等产业。对于南非西

开普省等农业主产区而言，英国市场尤其
重要。不仅如此，英国投资在南非经济中
分量也不小。南非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
南非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46%来自
英国，高达 540 亿美元。英国脱欧意味着
南非之前与欧盟签署的投资贸易协定将
不再适用于南英双边经贸合作，双方将不
得不重新谈判。

在南非国内，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
大会将在今年年底迎来领导层换届选
举。市场分析认为，各方重塑权力格局的
角力将削弱该国经济发展动力，并且对重
要经济改革构成障碍。另一方面，尽管
2016 年涉险过关，但评级机构“降级”威
胁仍然利剑高悬。如果最终被调降为“垃
圾级”，投资者信心将受到沉重打击。南
非仍需努力摆脱种种“不确定性”阴霾，才
能迎来经济稳健复苏的曙光。

南非经济亟待摆脱“不确定性”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中银国际市场策略主管傅晓认为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仍处于再平衡过程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正值中国农历新年来临之际，美国
纽约、洛杉矶等多地举办系列活动庆祝
中国春节。美丽的焰火、精彩的节目吸
引了大量华人华侨参加，美国民众也兴
趣盎然地加入欢庆队伍，“鸡年快乐”在
美国已经成为热词。美国人见了中国
人都会说一声，“鸡年快乐”！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于 1 月 26 日举
行了“欢乐春节”焰火招待会，在哈德逊
河上燃放新春主题焰火，庆祝中国农历
新年。当晚，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门前车
水马龙、灯火辉煌、喜气洋洋，满眼都是
红红火火的灯笼、中国结、福字。章启
月总领事与纽约联邦众议员马洛尼、纽
约州众议院助理议长奥迪兹等美东地
区各界代表、华人华侨近 400 人欢聚一
堂。中外嘉宾共同观看了中国文化部
举办的《欢乐春节·五洲同庆》图片展，
领略了中国各地喜庆农历新年的精彩
瞬间。现场大屏幕播放的《春节里的中
国》专题片，生动讲述了春节的来历、习
俗和文化内涵。知名歌手龚琳娜的音
乐 MV《鸡鸣东方》、全美舞蹈协会的孩
子们表演“金鸡闹春”舞蹈，欢快活泼，
为现场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气氛。哈德
逊河上空燃放的新春主题焰火，由“冬
日”“百鸟”“春回”“凤来仪”4 个篇章组
成，绚丽多姿的烟花照亮了冬日的纽
约 ，为 纽 约 这 座 不 夜 城 增 添 了 东 方
魅力。

春节前后，中国文化部主办的第三
届“欢乐春节·艺术中国汇”文化交流活
动增添了很多节日气氛，活动包括帝国
大厦灯光装置、哈德逊河新年焰火晚
会、林肯中心公共艺术展示、纽约爱乐
中国新年音乐会等一系列文化推广活
动，以及纽约大都会展览馆、纽约室内
设计学院等多处艺术展览，让更多纽约
市民领略了中国文化魅力。

此外，纽约等地华人华侨也自发组
织多场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农历春节。
1 月 29 日，布鲁克林华人联合会举办的
新春舞狮贺岁游行人山人海，礼花摊、
棉花糖等小商小贩目不暇接，热闹程度

不输国内庙会。纽约中华公所举办的春节
庆祝大会、美华艺术协会组织的京剧专场
演出、长岛大颈华人协会举办的春节联欢
晚会、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的新春礼千佛
法会等活动也热闹非凡。在著名的地标性
建筑——时代广场，来自江苏省的书法家
与美国艺术家一道展示中国春联、福字等
春节民俗。

当地时间 2 月 1 日晚，中国驻美大使
馆举办 2017 年欢乐春节——中国文化之
夜活动，来自北京的艺术家们带来了精彩
的中国民乐、京剧、杂技和传统手艺等表
演。中国首都博物馆在现场展出了《老北

京民俗展》，让参加活动的美国各界人
士对中国春节习俗有了更直观、更具体
的了解。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长
女伊万卡·特朗普携女出席。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现场致辞
中强调，2017年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非
常重要的一年。两国关系面临着新的
机遇，中美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前所
未有，中美关系的战略和全球意义前所
未有。中美双方在过去数十年中总结
出了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经验：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双方应始终以合作
而非冲突对抗的方式共同应对；双方应

充分尊重对方关切，不能挑战对方的核心
利益；双方应共同努力，摒弃“零和”游戏和

“冷战”思维，在合作中追求互利共赢。中
方期待双方继续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各领
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实现各自
重要国内议程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本次中国文化之夜活动是由美国子午
线国际中心与中国驻美大使馆联合举办。
该中心隶属美国国务院系统的文化外交组
织，连续 7 年的中国文化之夜活动已成为
华盛顿最受欢迎的春节庆祝活动之一。

文/本报记者 朱 旌 高伟东

“鸡年快乐”在美国成热词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据印尼安塔拉通
讯社消息，印尼副总统卡拉于日前宣布，印尼将终止加
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的计划。

卡拉指出，由于美国已退出 TPP 谈判，印尼加入
谈判的计划亦将终止。卡拉办公室负责政策事务的副
秘书长戴薇表示，“印尼将更多关注全面且互惠的双边
贸易和投资合作，尤其是基建、食品和制造业领域”。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莱姆邦则表示，“印尼仍会关
注TPP的进展，但会将贸易和投资发展重点放在与欧
盟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上”。

印尼宣布终止加入TPP谈判计划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宋博奇报道：日前，中兴通讯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了“智能电网·智慧城市——倾
听你的声音”专题大会。来自沙特电力公司和国家电
网的 50 多名相关负责人与会并与中兴通讯共话沙特
智能电网的发展与合作。

中兴通讯详细介绍了中兴智能电网智能电表、骨
干网、宽带网和智能路灯解决方案，并针对相关技术问
题作了现场解答。中兴通讯沙特副总经理周庆洋、
COO 胡发连同与会嘉宾开展了互动和交流。据悉，
2017年，中兴通讯将与沙特电力公司及国家电网密切
合作，帮助沙特电力和国家电网构建沙特智能电网。

中兴通讯将在沙特构建智能电网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据日本财务省发
表的基于通关数据的贸易统计速报，2016年日本对外
贸易盈余 4.074 万亿日元，6 年来首次出现盈余,主要
原因是全年大部分时间原油价格下降及日元升值，节
省了石油进口支出。

2010年日本曾获得贸易盈余6.635万亿日元。但
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所有核电站停止发电，
转为增加原油进口量用于火力发电，由此带来连续 5
年的贸易赤字。

日本去年贸易盈余4.074万亿日元

下图 近年来，中国春
节正被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
接受，多地举办系列活动庆
祝这一传统节日。图为中美
两国艺术家在纽约时代广场
共同展示中国“福”字。

本报记者 朱 旌摄

本版编辑 徐 胥

日前，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法蒂玛·真纳公园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举行交接仪式。该公园是首都伊斯兰

堡最大的绿地公园，也是深受当地市民喜爱的休闲场

所。中方援建的太阳能发电设施位于公园内，占地面

积 2.4288 万平方米，总装机容量为 850 千瓦，用于为该

公园提供清洁的照明用电。这是中方援巴的民生示范

项目之一。图为公园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摄影报道

伊斯兰堡最大绿地公园用上中国光伏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当地时间2月1
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本年度首次货币
政策会议声明对外发布。不出市场所料，为期两天的
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0.5%至 0.75%不变。通观声明全文可以发现，美联储
对美国通胀水平中期将回升至2%更有信心，暗示未来
加息步伐将加快。

美联储认为，自去年 12 月份以来的经济数据显
示，劳动力市场持续表现强劲，经济活动继续以温和速
度扩张。就业仍稳步增加，失业率维持在低位水平。
家庭支出继续温和增长，但企业固定投资仍疲软。通
胀近几个季度虽有回升，但仍低于FOMC2%的长期目
标水平。

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势，美联储预计，随着货币政
策的逐步调整，美国经济活动将温和扩张，劳动力市场环
境将进一步有所加强，通胀水平将在中期内升至2%。

FOMC 在声明中继续强调，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
仍然保持宽松，从而支持劳动力市场环境进一步改善，
以及通胀重新回归2%。FOMC预计，美国经济状况将
保证联邦基金利率以渐进方式提高。

同去年所有会议声明相比，FOMC 本次会议声明
在措辞方面更为简练，一方面继续肯定通胀在回升；另
一方面删去了对通胀水平仍处低位的解释，显示出美
联储对美国通胀中期回升到2%相较过去更有信心。

令市场颇感意外的是，整篇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
普即将推出的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只
字未提，表明美联储对美国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
政政策对经济前景的影响”仍处于观望之中。

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来表示，美国经济增速在短期
内不会大幅走高，出于慎重考虑，美联储应保持渐进加
息的节奏。

日前，中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策略主
管傅晓就 2017 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走势
预测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专访。她表
示，2017 年基本面逐步向好，全球大宗商
品市场将会继续处于再平衡过程。

傅晓表示，美国经济去年明显向好，
就业和消费数据均有强势表现，未来减
税、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有助于美国延长
当前经济周期。欧元区经济基本面正在
好转。欧洲的经济指标显示出欧元区经
济发展仍在分化。北方核心地区通胀和
经济增长不断加速，南部周边地区仍然处
于滞后状态。北部地区的失业率正在逐
步降低，情绪指数不断上升。如果主要国
家大选没有出现“黑天鹅”的话，欧元区经
济增长或许会迎来一个惊喜之年。

在能源领域，傅晓预计未来供给会小

于预期，价格可能上行。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国家减产将使原油市场供给减
少，非欧佩克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加入减
产队伍推动了市场价格上涨。如果各产
油国履行承诺，原油市场供给端将有所收
紧。在页岩油产业领域，考虑到从增加开
采到产量增加存在一定的滞后期，页岩油
产业不太可能迅速恢复。此外，欧佩克成
员将在减产六个月后决定是否继续减产，
这六个月正是美国页岩油复苏的重要阶
段。因此，预计未来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
原油价格会建立一个新的区间，维持在47
美元/桶以上，但不会超过60美元/桶。第
二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增强可能会促进油
价进一步上涨。今年下半年，欧佩克政策
不确定性会给原油市场带来明显的波动。

在基本金属领域，傅晓认为 2016 年
初许多基本金属价格低于长期平均生产
成本甚至边际成本，从投资角度来说相对
便宜。在锌的带动下，基本金属行业进入
了超出预期的复苏周期。2017 年，预计

基本金属市场供需失衡将会继续修复。
劳工薪资谈判和复产放缓会令供给增长
放缓。需求方面，中国因素仍是关键。今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可能从房地产
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并持续支撑基本金属
的需求。在整个板块里锌的基本面仍然
是最紧的，但随着铜/锌、铜/镍价格比率
的不断调整，铜也有机会领涨其他金属。
数据显示，伦敦金属交易所投机者净多
头/未平仓合约占比在各个市场都已处于
高位。因此，傅晓对 2017 年基本金属市
场保持乐观，但表示仍需要警惕多头获利
回吐和强势美元而导致的价格修正。

在贵金属领域，傅晓认为，特朗普赢
得大选之后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陡
升，美元重新走强。因此，2017 年黄金市
场前景将面临更大挑战。在全球货币政
策终于开始正常化之时，特朗普当选意味
着他将重塑美国经济。虽然全球货币政
策仍然偏向宽松，但政策取向的拐点已显
现：美联储将于今年开始加速升息，而且

欧洲央行也将在未来几个月中逐步削弱
量化宽松的力度。过去两个月资金持续
从以实物为抵押的黄金 ETF 流出，表明
对黄金的投资热情减弱。尽管黄金面临
的下行压力加大，但 2017 年欧洲大选以
及特朗普经济政策尚不明朗，市场阶段性
的避险需求将会缓解金价的下行压力。
预计今年一季度黄金价格将在 1150 美
元/盎司附近，随后逐渐下跌至年末的
1050美元/盎司左右。

傅晓特别表示，特朗普的政策可以大
幅促进消费支出、商业资本支出以及能源
资本支出。对于已经高效运行的美国经
济来说，一旦这些政策颁布并实施，新的
刺激政策将会令利率以及核心通胀水平
上升，并最终导致美元走强。由于大宗商
品以美元计价，在美元处于上升通道的情
况下，商品价格会受到下行压力。但是，
这对于非美元商品生产者来说前景则会
改善。由于商品生产国货币相对于美元
走弱，强势美元有助于降低成本。

上图 史密森学会美国艺术博物馆日前举办的第四届“欢

乐春节——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美国民众前来

参加，中国传统的舞狮、民乐、杂技、书法、手工艺制品展示等活

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图为美国民众在活动现场与熊猫造型

“自拍”。

本报记者 高伟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