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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马
克连续撰文指出，在通过放松信贷和政
府支出强力提振经济的背景下，中国
2016 年 取 得 6.7% 的 经 济 增 速 实 属 不
易。文章指出，中国去年四季度经济增
长 6.8%，成为 2016 年度增速最快的季
度。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
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新常态，主要推动力
是家庭支出和服务业。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
发布的最新 《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中，
将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从 6.6%上调至
6.7%，超过印度重回全球经济增长率第
一，并且将对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
从 2016 年 10 月份的 6.2%上调 0.3 个百
分点为6.5%。

报告主要作者、IMF 首席经济学家
莫里·奥伯斯菲尔德说：“中国仍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我们上调了对
于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的预测，这也是
全球经济复苏预计加快的一个关键支撑
因素。”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也提出了相似的
观点：随着中国内外部发展环境改善，
各项改革深入推进，要素配置更具效
率，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创新发展逐步
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消费升级
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为全球提供更加广
阔的市场空间。因此，中国仍是推动全
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指出，中国正
在不断朝着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转
型，这将在未来10年促进人均收入从当
前的8100美元上升至12900美元。

不久前，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也都发布报告指出，未来两

三年中国经济将企稳，对中国经济走势
抱有信心。世界银行发布的 《全球经济
展望》 报告中称，预计 2017 年至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5%、6.3%和
6.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

《2017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报告指
出 ， 2017 年 和 2018 年 中 国 经 济 将 企
稳，每年年均增长6.5%。渣打中国财富
管理部发布 《2017 年全球市场展望》
称，2017 年中国经济很可能保持 6.5%
左右的增速，继续作为亚洲各国和地区
及发展中国家的“稳定锚”，为全球贸易
和商品价格提供支撑。

不仅于此，中国经济规模也将持续
扩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公布
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以购买力平价计
算，中国的GDP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经济体；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
将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
经济体。

面对中国经济不断向好的增长态
势，西方高端制造业对中国投资市场表
现出较高的兴趣。据 《纽约时报》 报
道，作为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企业——
美国格罗方德半导体公司日前宣布，将
在中国启动近百亿美元的投资项目。此
举表明，中国对全球高端制造业的吸引
力在增加。报道指出，在特朗普政府的
政策压力之下，英特尔、富士康等高科
技公司近期宣布要在美国建厂，但格罗
方德的投资计划表明，高端制造业重心
仍在转向太平洋另一侧。

《纽约时报》 这篇报道还特别指出，
此次布局成都的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项
目是格罗方德在全球投资规模最大、技
术水平最先进的生产基地，是大型跨国
企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对中国一系列投
资中的最新一例。这类工厂明显变得更
加先进，它们生产更现代化的微芯片、
存储芯片或平板显示器等。

美国舆论及国际机构认为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
本报驻纽约记者 朱 旌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英格
兰银行日前发布的 2016 年前 3 季度伦敦
离岸人民币业务统计数据显示，伦敦离岸
人民币在存款沉淀、外汇交易领域，同比
和环比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市场活
跃度进一步提升。

在人民币存款方面，2016 年前 3 季
度英国境内各类主体人民币存款数量基
本上维持上升势头。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三季度末，伦敦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数量
为85.57亿英镑，与2016年年初和二季度
相比，分别上涨 66.9%和 30.1%。快速增
长的人民币存款数量为提升离岸市场活
跃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统计显示，2016 年前 3 季度人民币

存款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摆脱了 2015
年总体波动较大的问题。相比2015年存
款数量一、二季度走高，三、四季度下滑的
波动，2016 年离岸人民币存款仅在二季
度出现了 1.7%的轻微下滑，总体维持快
速上升趋势。

在人民币贷款方面，2016 年前 3 季
度也扭转了此前 2015 年季度性下滑趋
势，连续3个季度稳步增长。截至去年三
季度末，英国境内各类企业人民币贷款总
量为 75.36 亿英镑，其中各季度环比增幅
分别为 25.6%、6.6%和 19.4%。值得关注
的是，不持有人民币存款的企业成为人民
币贷款业务新主力，最新贷款额占总量的
54%。

目前，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仍是伦敦
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核心。去年前 3 季度
数据显示，虽然外汇交易在二季度出现了
短暂下滑，但三季度各类外汇交易已经开
始快速回升。三季度末日均人民币外汇
交易量为 512.4 亿英镑，比 2016 年年初
上升了20.42%。

此外，即期外汇交易、掉期交易在离
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中继续保持重要地
位。截至去年三季度末，人民币即期外汇
交易量为216.32亿英镑，占总体交易量的
42.22%。掉期交易日均交易量为 117.55
亿英镑，占总体外汇交易比重的 22.9%。
外汇远期交易和期权交易日均交易量分
别为93.69亿英镑和81.05亿英镑。

英格兰银行特别强调，伦敦离岸人民
币外汇交易市场活跃度在去年三季度全
面提升。其中即期、远期、掉期和期权日
均交易量相比二季度分别增加 17 亿英
镑、17 亿英镑、9 亿英镑和 41 亿英镑，增
幅 分 别 为 14.1% 、1.98% 、16.06% 和
6.98%。

就外汇交易部门分布而言，不持有人
民币存款的企业在外汇市场活跃度不断
提升，市场占比已经与持有人民币存款的
企业旗鼓相当。最新数据显示，持有和不
持有人民币存款企业的日均外汇市场交
易量分别为148.97亿英镑和140.39亿英
镑，分别较去年二季度上升了 9.48%和
9.18%。

英格兰银行发布2016年前3季度数据显示

伦敦离岸人民币业务持续增长
存 款 数 量 与 去 年 年 初 相 比 上 涨 66.9%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
界银行推出《重温沉没的数十亿》报告更
新版指出，通过减少捕捞量，改进捕捞方
法，渔业每年可有 830 亿美元的额外收
入，这将为发展中国家开创亟需的收入来
源，并改善全球粮食安全。

报告指出，减少全球捕捞作业，可使
鱼类种群从过度开发中得到恢复，使捕获
鱼类的重量、价值和价格上升，渔业利润
有望从每年的 30 亿美元增加到 860 亿美
元。由于种群恢复到更健康的水平，渔获

量和上岸量也会增加，满足全球对海鲜产
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提升很多国家的粮食
安全水平。

世界银行主管可持续发展的副行长
劳拉·塔克说：“这项研究确认了我们在不
同国情中看到的情况：让海洋休养生息。
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方式，推进更可持续
的渔业管理，可以为粮食安全、减贫和长
期增长带来重要的效益。”

报告采用冰岛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格
纳·阿纳森开发的生态经济模型，将世界

海洋渔业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不断提高
的捕捞作业强度与渔获量停滞不前之间
的不匹配关系，计算全球渔业改革可能
产生的额外效益。分析结果表明，加强
世界渔业可持续管理有望产生重大的经
济效益。

报告为投资恢复鱼类种群提供了充
分理由。秘鲁、摩洛哥、太平洋岛国、西非
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改革经验表明，通过
因地制宜的改革减少过度捕捞，最终会改
善沿海居民的生计和就业保障。

世行《重温沉没的数十亿》报告指出

改进捕捞方法可使渔业每年增收 830 亿美元

“2017 Advanced Tech Korea”（韩国尖端技术）展览会日前在韩国
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汇集了世界领先的触摸面板、移动终端、柔性显示
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图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北京中鼎高科在展会现场
向客户展示 10 工位旋转模切机。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摄

中企在韩展示高科技产品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近
日，法国负责预算事务的国务秘书克里
斯蒂安·艾克特在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
例行会议上宣布，法国地方政府财政状
况已出现回暖趋势。他表示，法国地方
政府的融资能力正逐渐好转。未来，法
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将逐渐加强。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衡量地方政府投资状况
的关键指标——地方政府融资能力指数
在经历 2015 年轻微上升后，于 2016 年
达到了9.37%。

艾克特表示，这一改善是法国政府
有效平衡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进度的成
果。2016 年法国地方政府实际财政支
出仅增长了 0.77%，为历史低位。相比
之下，地方政府收入情况好转，2016 年
增长了1.97%。

艾克特还特别提醒，尽管当前法国
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有利于国家财政赤字
保持在预期红线以内，但未来仍需保持
警惕，并不断做出调整与改革。

本报讯 记者张伟报道：日前，在
2017“中澳旅游年”与旅游文创产品论
坛上，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会长黄河浪透
露，澳大利亚皇家造币局以中国大熊猫
网网、福妮和考拉为题材创作了系列纪
念币文创纪念品。这是中国以外国家首
次发行熊猫纪念币。

黄河浪表示，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
益紧密，文创产品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文
化、精神符号的载体，在外交、国际交
流、纪念等活动中发挥着与日俱增的作
用。

澳大利亚国家商会驻中国代表谢进
安 表 示 ，2017 年 正 值 中 澳 建 交 45 周
年，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澳两国
继续推进旅游合作和文化交流尤为重
要。中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举办“中澳旅
游年”活动，是中澳两国政府着眼两国关
系发展大局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充分体
现了两国政府对旅游交往合作的重视，
同时也标志着中澳两国旅游合作发展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据悉，本套熊猫纪念币作品由澳大
利 亚 皇 家 造 币 局 邀 请 中 国 的 MR-
ZHAO工作室设计。

法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好转

熊猫币助力中澳旅游年

本版编辑 禹 洋

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记者冯俊伟 谢宇智） 西班
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哈维
尔·本塞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美国次贷危机过
去已近10年，但目前金融系统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本塞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在于，过度金融化导
致实体经济失血，投机生意却大行其道，这损害了全球经
济；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让经济雪上加霜。

本塞指出，尽管美国次贷危机已过去近10年，但金融
系统的根本性问题仍然存在。金融系统仍未改变自己的商
业模式，只是依靠政府救助和央行宽松政策才渡过难关。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
和日本央行均不断放宽货币政策，但实体经济对此却并
没有作出响应。这些货币政策暂时拯救了银行业，对恢
复实体经济的作用却不如预想大。

“如果现有模式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被金融资本的利
益和逻辑所支配，经济将很难获得长久复苏，更可能产生
新的泡沫。”本塞说。他强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
系，以服务于生产经济和社会整体利益。

此外，他认为，欧洲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
之后实施的紧缩政策，阻碍了需求增加，令经济形势更为
恶化。因此，无论是金融体系，还是经济发展问题，如今
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记者帅蓉 赵小娜） 欧元
区财长会议2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
布卢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腊的国际债权人当天同
意在短时间内重返希腊恢复债务谈判，与希腊当局敲定
包括税务、养老系统、劳动力市场规则等在内的结构改革
方案。这将有利于完成对希腊在第三轮救助协议下的第
二次审查工作，审查成功通过是希腊获得下一笔救助资
金的必要条件。

戴塞尔布卢姆说，债权人对希腊的要求将发生转变，
从此前注重财政紧缩变为更强调深化改革，这也是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主张的。这意味着债权人放松
了对希腊在财政紧缩方面的要求，希腊或可采取包括减
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在内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戴塞尔布卢姆还表示，希腊短期内并不存在流动性
问题，但信心对于希腊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
需要尽快完成审查工作的原因。

欧元区债权人对希腊的第二次审查工作因希腊劳动
力市场改革、财政目标等问题久拖未决。据悉，希腊今年
7 月将遭遇偿债高峰，届时需要偿还约 70 亿欧元的到期
债务，若新的救助资金不到位将使希腊面临退出欧元区
的风险。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中欧国际交易所沪
深300指数ETF期货合约20日正式上线交易。该期货
产品由中欧所与欧洲期货交易所合作推出，以德银 x-
trackers嘉实沪深300指数ETF为标的，是首只在欧洲
上市的以中国资产为标的的衍生品。

据悉，该沪深300指数ETF期货一年共有4个交割
月份，为基金管理人、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银行、企业及
其他市场参与人提供了中国相关资产风险管理工具。据
了解，基于沪深300指数ETF的期权产品也将陆续推出。

中欧所联席首席执行官陈晗表示，该ETF期货的上
线进一步丰富了中欧所产品线，使其成为涵盖证券现货
及衍生品的离岸人民币及中国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平台，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该产品的上线是中欧所拓展相关衍
生品市场的第一步，我们正在合作研发基于更多中国金
融资产相关的衍生产品。”欧洲期货交易所副总裁米夏埃
尔·彼得斯表示。

西班牙专家说：

金融系统问题仍未解决

首只衍生品在中欧所上市

希腊债务谈判有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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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1月份新房开工量年
化值为 124.6 万套，市场预期为 122.6 万套，环比下降
2.6%。美国去年 12 月份新房开工量年化值则由 122.6
万套上修为127.9万套。

数据显示，美国 1 月份反映未来行业走势的新房建
筑许可证发放量经季节性调整后，年化值为128.5万套，
市场预期为 123 万套，环比上升 4.6%，升幅创下 2015 年
11月份以来的新高。尽管近期抵押贷款成本上升，美国
住房需求依旧保持增长势头，这主要得益于就业增加和
家庭财务状况持续好转。

当地时间 2 月 20 日晚，广东民族乐团带来的丁酉鸡
年“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在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为中
德建交45周年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拉开了序幕。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摄

中国民族音乐在柏林奏响

美新房开工环比下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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