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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南非经贸
合 作 硕 果 累 累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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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根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2016
年贸易政策主要指标与趋势》报告，2008
年以来，国际贸易关税水平总体稳定，略
有下降。其中，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关税下
降受益于多边自由化和优惠贸易安排，制
成品关税下降则主要是由于优惠贸易安
排。截至 2015 年，发达国家进口关税约
为1.5%，发展中国家相对较高，南亚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仍高达8.5%。

报告显示，不同产品之间的关税差异
很大。由于最惠国零关税以及优惠的免
关税安排，全球贸易中很大比例仍享受零
关税，但其余部分则被征收很高关税。其
中，农产品平均关税高达 20%，制成品平
均关税高达 10%，纺织、服装等对发展中
国家十分重要的产品关税分别为 5%和
7%。此外，10%的食品和 10%的服装关

税都在15%以上。
从地区看，高关税主要集中在对低收

入国家而言比较重要的产品，如大多数农
产品、纺织品、服装和皮革等。南亚、东亚
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一般对农产品征收较
高关税，拉美和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关税则
相对较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对很多农产品征收高关税，同时也只有这
两个地区对制成品征收高关税，分别为
10%和7%左右。由于出口结构及优惠税
率有限，中国出口产品比其他很多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关税税率都要高。

报告说，由于区域贸易协定，区域内
贸易关税通常比区域间贸易关税低，但在
不同地区效果也不同。拉美国家在本区
域内的贸易享有很大优惠，东亚国家在本
区域内的贸易优惠不大，南亚和东亚国家
与拉美国家贸易时则处于不利地位。很

多南南贸易仍面临高关税壁垒，比如东亚
国家对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
口平均要缴纳11%的关税。

报告说，近年来国际优惠贸易协定数
量在持续增加。2015 年，实施中的优惠
贸易协定已达近 290 个。预计这一趋势
还将继续，因为还有诸多优惠贸易协定正
处于谈判阶段并将于未来几年开始实
施。在近年签署的优惠贸易协定中，大多
数不仅涵盖货物，还包含服务，涉及的规
则也超出了相互关税减让，即所谓的深度
贸易协定。2015 年，全球贸易的一半发
生在签署了优惠贸易协定国家之间，三分
之一发生在签署了深度贸易协定国家之
间，10%发生在仅签署了优惠市场准入贸
易协定国家之间。贸易协定对很多发达
国家尤其重要，比如欧盟国家75%的贸易
发生在优惠贸易协定下，50%发生在深度

贸易协定下。
报告表示，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其

中技术性壁垒最为普遍。在全球贸易中，
70%受技术性壁垒影响，15%受数量和价
格限制措施影响，10%受动植物检验检疫
措施影响。不同经济部门使用的非关税
措施不同。农业部门主要由动植物检验
检疫措施和出口措施规制，大多数经济部
门都受到了技术性壁垒影响。

报告还显示，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00余起，累计
实施中的贸易救济措施有1500多起。采
取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和转
型经济体，如印度、美国、欧盟、中国、土耳
其、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针对的是中国、
欧盟、美国和印度的产品。目前中国是被
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5年，有400多项措施正在实施中。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称

全球贸易关税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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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称

约37个国家需要外部粮食援助

世界银行支持甘肃省保护文化遗产

亚行携手中国机构推动垃圾发电

本版编辑 李红光

“2016 年，中国与南非经贸合作乘着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的东风，沿着两国元首共同确定的方向，
大步前行，取得了累累硕果。”在日前召开的南非中资企
业年度工作会议上，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经商处荣延松参
赞表示。

数据显示，两国双边贸易联系更加紧密。2016 年，
中南双边贸易额高达353 亿美元。中国已连续第8年成
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南非则连
续第7年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南非出
口产品的结构持续改善，南非产品在华市场份额也在不
断扩大，以红酒、国宝茶、苹果等为代表的南非农产品对
华出口规模涨势迅猛。

中国对南非投资呈现“多点耕耘、多面结果”的可喜
势头。目前，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年底，中国在南非投资经营的大中
型中资企业已达到160家，累计投资超过130亿美元，遍
布金融、矿业、基础设施、制造业、信息技术、传媒、物流及
其他服务业等领域。

在合作中，中资企业日益注重本地化生产和技术转
移。如中车公司平稳推进 232 台内燃机本地化生产项
目，并计划于今年3月份完成首批本地化样车，在帮助南
非本地内燃机产品实行升级换代的同时，还有望助力南
非成为未来非洲铁路网建设的重要设备生产基地。华为
公司去年在约翰内斯堡设立了非洲大陆首家创新中心，
并与南非政府有关部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在未来
5年内为南非培养1000名通讯技术人才。

在制造业和产能合作领域同样亮点纷呈。一汽、北
汽等中国汽车制造商先后在南非投资设厂，成为两国先
进制造业和产能合作的典范。其中，总投资8亿美元、计
划年产 10 万辆 SUV 的北汽南非工厂项目已于去年 8 月
份在伊丽莎白港正式动工。该项目不仅为中国汽车进入
非洲市场打开了更广阔的门路，还为南非巩固非洲第一
大汽车生产国的地位夯实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合作方面也出现了喜人进
展。如在区域航空合作领域，中航工业西飞“新舟”60系
列飞机于去年 9 月份顺利通过了南非民航局的试航要
求，这意味着该机型日后开拓南非市场的渠道已经打
开。在电信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去年5月份，武汉长飞光
纤与南非投资方在德班合资设立了生产工厂。这一投资
项目响应了南非乃至非洲地区对发展电信基础设施的强
烈需求，也及时把握了南非政府大力推动《国家宽带战略
计划》的契机。

此外，中南经贸合作的又一突破点体现在传统医药
合作领域。去年，北京同仁堂投资2400万兰特在南非设
立 5 家中药店和诊所，开启了中药业走进非洲的里程
碑。同仁堂非洲公司通过以南非为支点，促进中医药与
非洲传统医药的深入融合，让中医药文化在南非乃至非
洲地区得到更好传播，为中国振兴传统产业和促进传统
产业“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
发布的《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报告指出，虽然全球粮食
产量增势强劲，但在遭受内部冲突影响的地区获得粮食
的机会显著减少，东非各地面临的干旱导致粮食安全状
况不断恶化。

报告指出，全球约 37 个国家需要外部粮食援助，其
中28个为非洲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去年厄尔尼诺现象引
发的干旱影响了收成。粮农组织负责经济及社会发展部
的助理总干事斯塔莫里斯表示，过去从未发生过多国同
时遭受饥荒威胁的情况。国际社会需要迅速行动，包括
立即提供粮食援助以及生计支持。

不过，报告指出，2016 年全球谷物产量总体上取得
了较大增长，中美洲的产量恢复到了创纪录水平，亚洲、
欧洲和北美洲谷类作物亦实现增产。展望未来，粮农组
织 2017 年首次发布的全球小麦产量预测比去年的创纪
录水平下降1.8％。巴西和阿根廷2017年玉米作物产量
前景看好，南半球粗粮产量前景总体乐观。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近日
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动力）签署协
议，在中国中小城市推广采用先进技术的清洁城市垃圾
发电项目。

这是亚行首次在中国开展在岸本币补充银团贷款，
由10家商业银行参与。在本币补充贷款结构下，亚行担
任账面贷款人。亚行主管私营部门和联合融资业务副行
长迪瓦卡·古普塔表示，该融资方案将帮助中小城市政府
基于公私合作（PPP）发展垃圾发电项目，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以及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银行执行董
事会日前批准提供1亿美元贷款给甘肃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与开发二期项目，用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加强
旅游景点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

甘肃省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拥有中国
最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其中嘉峪关长城、敦煌莫高
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世界银行项目经理游济说：“二期项目将
继续支持甘肃省加强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进一步发展可持续的旅游业。世行选择的项目景点都
在贫困区县，项目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和旅游设施投资可
以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帮助他
们摆脱贫困。”

日前，印尼“家庭繁荣卡”计划新增了
面向边缘家庭的非现金援助项目，全国44
个城区的 128 万受助家庭凭卡可定期从
15878个网点领取食物。印尼总统佐科承
诺，每个家庭每月可领取食物价值11万印
尼盾（约合9美元）。

说起这个“家庭繁荣卡”，这是佐科
总统上任以来力推的经济改革措施之
一，旨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平衡发展、
强化社会公平。持卡家庭每年可提现不
超过 4 次，总金额不超过 140 美元。然
而，正是因为可提现，不少家庭使用这笔
钱时并未按照政府预期行事。为此，印
尼政府曾多次告诫受助家庭，这项资助
应该用于孩子们的营养或教育等优先领
域，连佐科也呼吁“不要把这笔钱花在香
烟或电话充值上”。这次新增非现金项
目定向用于食物，将实际年资助总额提
高至 240 美元，印尼政府一方面下决心
深化改革，另一方面也煞费苦心防止这

项资助被滥用。
据印尼中央统计局1月份数据显示，

印尼仍有 2776 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下，占
全国总人口的 10.7%。该局局长苏哈利
严托表示，政府扶贫措施取得了一定进
展，贫困人口较上次统计减少了25万人，
城镇贫困人口占比从 7.79%降至 7.73%，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占 比 从 14.11% 降 至
13.96%，“在此过程中，食品补贴方面的
扶贫政策较住房、教育、卫生、能源等领域
发挥的作用要大很多，对贫困人口比例降
低的贡献率高达 73.19%，其中大米、牛
肉、鸡蛋、蔗糖等补贴发挥了主要作用”。

至于接下来的改革举措，佐科总统
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努力使经济发展成
果惠及全国民众。一是土地改革，将传
统集体所有的土地尤其是生产效率不高
的土地，更为公平地分配到个人并保障
其所有权，这是今后两年经济改革的重
中之重；二是财产分配和融资渠道改革，
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力求改革成果分
配更为公平、购地融资更为便捷，尤其要
强化小额信贷和信贷保险以确保机会公
平；三是振兴职业教育，政府、行业协会
和企业需要合力，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学
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四是发展偏远地区，

优惠政策要向爪哇岛外特别是偏远海岛
倾斜，大力发展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巴
布亚等外岛基建。

展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佐科
指出，虽然印尼基尼系数从其执政前的
0.41 降至目前的 0.39，但城乡间、地区
间、阶层间的发展差距仍很大。不过，佐
科对改革前景也很有信心，2017 年改革
重心仍将聚焦公平发展，“只要我们坚持
改革方向，努力工作，到2045年印尼独立
一百周年之际，印尼有望成为人均收入达
到 29000 美元的全球五大经济体之一，
印尼的发展也将进入黄金时代”。

印尼力求改革成果惠及全国民众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英国《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称

中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产业领导者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发表题为《金融科
技，中国成为领导者》文章认为，中国国内
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跨越式发展
的银行产业和不断积聚的社会财富共同
造就了当前中国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
领导者地位。

文章认为，从体量规模上看，中国是
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绝对主导者。中国
的电子支付规模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占
全球总体规模的近一半。在互联网信贷
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占全球市场规模的
75%。在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前 5 大金融
科技公司中，中国占据4席。蚂蚁金服作
为中国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市值规模为
600亿美元，与瑞士最大的银行瑞银集团
旗鼓相当。

金融科技在中国崛起和快速发展主
要体现在以下3个领域：一是移动支付成
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在移动互联
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中产阶层越来
越倾向于使用电子支付。中国银行业的
后发优势，也使得中国消费者从现金消费
跨过银行卡消费直接进入电子消费阶
段。当前，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三大企
业均建立了移动支付平台。便捷的支付
模式使当前中国 4.25 亿手机用户将手机
作为电子钱包使用。2016年中国移动支
付规模已经高达 5.5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
国同类市场规模的 50 倍，而这一巨大发
展仅仅用了5年时间。

二是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信贷领域

的绝对领导者。在大多数国家，由于信用
评估困难，小额借贷者的需求很难满足，
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弥补这一空
白。基于消费者的交易和个人信息而创
建的信用评估体系，使得中国主要电子商
务平台都具备为小微客户和个人消费者
提供金融贷款业务的能力。此外，P2P平
台也在快速崛起。2014年初中国P2P市
场贷款余额为300亿元人民币，当前这一
数据已经上升至 8500 亿元人民币，参与
投资的客户规模也高达400万。

三是中国互联网借贷催生了庞大的
投资业务。金融科技越来越成为中国中
产阶层投资的新渠道。随着2013年阿里
巴巴余额宝的出现，互联网投资产业快速
发展，微信理财通、陆金所的 P2P 金融超
市也陆续推出，各家的资产管理规模也在
不断飙升。值得关注的是，与西方投资货
币基金市场需要投资者以巨额收入为前
提条件不同，中国互联网投资产业为各个
收入阶层提供了均等的投资机遇。

文章认为，中国互联网金融产业快
速崛起，是因为中国金融产业在“正确的
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情”。
在中国金融机构快速追赶西方同行的进
程中，大量民间财富的投资需求、小微企
业的融资需求以及消费者的消费金融需
求催生了第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中国
金融科技产业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是这一
崛起的重要基础。以二维码为例，这一
在西方国家相对“失败”的商业模式，在
中国已经成为主导面对面零售支付的关
键。在 P2P 领域，西方机构常用的让机
构投资者资金流向小微客户的做法，被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创新转变为从个人客
户获取资金。

与此同时，中国监管层的开放态度，
在行业发展初期充分鼓励了行业创新。
随着行业规模越来越大，中国政府近期也
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法规，相关公司扩
张的安全性也得到了保障。一直以来，中
国金融监管机构都重视借鉴发达经济体
相关经验，但现在发达国家却应该向中国
学习监管模式和经验。

文章认为，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进一
步提升了中国银行业的效率，改变了银行
业的业务模式。当前，越来越多的银行开

始借鉴金融科技企业的做法，并与之合
作，推出了一系列理财产品和以客户为本
的业务。

文章最后指出，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企
业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微信钱包和蚂
蚁金服的足迹已经拓展到了东南亚和南
亚地区。同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而
言，应从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中学习如
何利用科技实现银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对
于发达国家来说，应从中学习如何实现科
技与金融的融合发展。

埃森哲研究结果显示

亚太科技融资翻番 中国占九成
本报讯 记者禹洋报道：全球知名咨

询服务公司埃森哲日前发布调研结果称，
在中国企业一系列重量级交易的带动下，
2016 年全球金融科技企业投资额攀升至
232 亿美元，较上年度增长 10%。2016 年
亚太地区金融科技融资规模实现翻番，首
次超越北美，中国投资占亚太地区投资总
额的九成。

数据显示，全球主要地区的金融科技
投资交易量大幅上升，从 2015 年约 1200
笔上升至近1800笔。其中，金融科技投资
总额的增长主要源自中国，中国投资金额
占 43%。2016 年亚太地区金融科技投资
总额翻番，从 2015 年的 52 亿美元迅速上
升至 112 亿美元，中国投资为 102 亿美
元。去年，亚太地区前十大金融科技投资
均发生在中国，合计占2016年亚太地区金
融科技投资总额的82%。

与亚太地区不同，北美和欧洲的金融
科技投资交易量虽有所上升，但投资总额
却在下降。数据显示，2016年亚太地区以
外的金融技术投资金额下滑了 24%，北美
地区共吸引金融科技投资92亿美元，欧洲
只有24亿美元。

对此，埃森哲金融服务事业部全球
总裁林睿嘉表示，2016 年对于硅谷、纽
约和伦敦等成熟的金融科技市场而言是
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累加的动态投
资、高企的估值，以及针对主要金融科技
企业的压力测试等因素，阻碍了传统金
融科技中心获得大量投资。此外，政治
不确定性引发了金融科技企业对市场准
入和发展机遇的担忧，利率和汇率问题
也为经济增长打上了问号。相反，中国
的突出表现显示出中国企业敏感的嗅觉
和对金融科技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