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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英国政商两界越来越多地重视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市场机遇和合作前
景。在英国各界看来，“一带一路”建设将
成为双边伙伴关系的重要内核，也将为脱
欧后英国企业打开新的市场大门。

英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
设。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阿罗
克·沙马曾表示，在中英全球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中，商务和经济领域合作是关键。英
国致力于与中国加强有关“走出去”项目的
合作，其中关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
合作。未来英国将鼓励更多英国企业参与
其中，与中国加强协调以确定适合双方合
作的项目。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此前也表
示，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对全球经
济的重要性，促进上述区域经济增长符合
各方利益。英国希望看到基于“一带一路”
建设的中英经济合作和相互连通。

日前，英国国际贸易部贸易与投资国
务大臣葛莱格·汉兹在英国工商界“中巴经
济走廊”圆桌会上表示，中国大力支持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现已取得了先期成果。脱
欧之后的英国将继续支持自由贸易发展，
期待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相关
项目提供资本和相关服务。据介绍，为了
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商机，
英国计划于今年5月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
堡举行关于中巴经济走廊产业合作机遇的
大型商业会议。

对于英国商界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意
味着同时打开中国国内市场和第三国市场
的重要机遇。英中贸易协会首席执行官傅仲
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国国内将会推
进多个省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市化、
物流、专业服务业和国际贸易发展，这将为
英国企业提供重要的市场拓展机遇。在第三
国合作领域，英国企业能够与中国企业在国
际基础设施项目上形成技术优势互补，在项
目管理、融资、设计、规划以及环境保护等多
方面与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合作。

在英国各界看来，未来需要进一步
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内容和规
划，以探索未来商业合作模式。

作为英国传统优势产业部门，金融服
务业企业将“一带一路”建设视为影响全
球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事件。渣打银行资
本市场全球主管亨瑞克·雷柏表示，“一带
一路”沿线项目的融资需求体量巨大。中
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未来将确保“一带一
路”建设的开放度，这意味着全球资本市
场都可以积极参与其中。当前，中国多家
金融机构已经发行多支“一带一路”相关
债券，预计相关融资将连通不同币种的资
金池。这不仅有助于全球债券市场的发
展，同时也将带来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
加坡以及伦敦等地的资本市场繁荣。

雷柏表示，鉴于渣打以及其他英国
银行在沿线国家的长期经营历史，未来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机构与英国
金融机构开展商业合作，利用英方在沿
线国家的市场影响和基础，进一步为中
国企业客户“走出去”提供服务。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经济部
门负责人保拉·苏巴齐表示，“一带一路”建
设将在中国境外创造大规模人民币计价资
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沿
线项目巨大的融资需求将进一步促进离岸
市场点心债和其他类债券的发行。这对于
提升离岸市场的深度，尤其是人民币的投
资属性具有积极意义。伦敦作为全球融资
中心，能够为中国企业和客户提供多元化
的国际投资者，未来离岸市场也将得到上
述融资寻求的推动。

在金融合作领域，英国各界期待中国
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能够发挥市场先行者
的引导角色。“一带一路”沿线项目需要建
立可持续融资机制，但当前离岸市场缺乏
人民币计价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和成熟
的二级市场。对此，各方期待中国政策性
银行和国际多边发展机构能够积极利用伦
敦等离岸市场，加大“一带一路”相关长期
债券发行以完善收益率曲线，并拓展离岸
债市二级市场发展，以市场引领者角色完
善“一带一路”长期融资机制。

英国期待全方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20 年前，如果远赴拉美，在唐人街
吃上一口汤面，买到一个中国结，百米街
头上你仅能寻觅到细微的家乡味道；10
年前，重游拉美，乘坐中企客车四处游
历，入住配备中国电器的民舍，家乡的熟
悉感让你不再孤单；如今，再历拉美，坐
在中国产地铁车厢里，在中国通信企业搭
建的 4G 网络环境下与家人视频通话，一
瞬间家就近在咫尺。

短短 20 年，中国产业从起初在拉美
市场不被认可，到慢慢赢得“中国制造”
的良好口碑，再到如今“中国制造”广泛
覆盖，纷纷成为行业内的“香饽饽”。例
如，中国某通信企业去年宣布在拉美市场
的手机销售突破 1000 万部，这是在移动
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的拉美市场取得的巨大

成就。同时，该企业不断扩大与地区各国
运营商合作，广泛部署 4G 终端，并在去
年拉美第七届长期演进技术年会上展示了
全球领先的 5G 技术标准。中国互联网企
业的入驻也为拉美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无限
精彩。在拉美很多城市，人们可以通过中
国电商平台找到自己喜欢的商品，利用中
国的叫车软件解决出行难题。“中国制
造”商标逐渐打响，已经融入拉美民众日
常生活之中。

近些年，中拉经贸合作取得长足发展，
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利益融合更加紧密。
中国商务部信息显示，2016 年中拉双边贸
易总额是 2000 年（126 亿美元）的 17 倍，高
达 2166 亿美元，中国保持着拉美第二大贸
易伙伴国地位，也是巴西、智利、秘鲁、乌拉
圭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年，中国对拉
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9%，再度
蝉联拉美最大投资国。目前，中国已同拉

美 15 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同智利、
秘鲁、哥斯达黎加 3 国签署了自贸协定，
中国对拉投资领域从起初集中于能源资
源，拓展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汽车、通信、
家电等生产制造领域。中拉经贸关系越
来越亲密。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引领
下，靠着不断创新探索的企业精神，如今
已在拉美大地上“大步领跑”。中国某客
车企业 2003 年开始向拉美市场送去第
一批客车，如今已发展成拉美地区客车
领域第一大公司，2016 年该企业向古巴
累计出口车辆 6000 多台，出口占有率达
99.9%，被誉为“古巴公路的王者”。“中国
制造”不只奔驰在贯穿拉美自然风貌的
公路上，也同样穿梭在拉美繁华都市的
地下。目前，中国高端轨道车辆已然成
为巴西和阿根廷主要城市的重要基建组
成部分，一辆辆宽敞舒适的地铁列车通

行在地下，为拉美人民的生活带来便利。
此外，中资企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和义务，实施本地化经营和属
地化管理，拉动了当地就业，提供了先进技
术，赢得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赞誉和民众的
支持认可。

20 年来，“中国制造”在拉美不断普
及，靠的是中国企业家的拼搏奋进，靠的是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机制提供的政策保障。
去年 11 月份,习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秘
鲁、智利进行国事访问，再度拓宽了中拉合
作领域，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为中资
企业创造了更多贸易、投资机会，为双边贸
易结构优化开创了空间。随着中拉合作的
全面快速发展，中拉双方将继续发挥各自
优势，深挖合作潜力，进一步丰富中拉经济
互补性内涵，在此基础上，“中国制造”的品
牌效应定会在拉美持续放大，更好地服务
于中拉各自发展，造福双方人民。

“中国制造”遍及拉美广受赞誉
陆达心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由匈牙利、波
兰、罗马尼亚、捷克、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中医
团体共同发起的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日前在匈牙
利首都布达佩斯成立。联合会的成立得到了中国驻匈
牙利大使馆、匈牙利人力资源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支持。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中东欧合作的深入推进，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并已成
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亮点之一。

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对中医药的认可度、需求量不
断增加，针灸推拿拔罐等中医疗法正成为西医治疗的
有益补充。匈牙利前总理、欧洲医疗卫生中国传统医
学基金会主席迈杰希表示，匈牙利是欧洲第一个实施
中医立法的国家，这让中医服务匈牙利人民具有了坚
实的基础，他相信中医药会在中东欧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于福年博士认为，
随着联合会这个平台的搭建，传统中医药文化将更好
地造福中东欧地区人民。

4月9日，在瑞士莫尔日郁金香节上，一对夫妇为孩子拍照。

今年的郁金香节共展出约 300 个品种 12 万株郁金香。每年 4 月份，瑞士的莫尔日都在莱

蒙湖边举行为期6周的郁金香节，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郁金香开游人醉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等多家机构日前联合发布
了《2017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报告称，
尽管国际社会为解决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
努力，但全球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
人数仍在大幅攀升。

报告指出，2015 年至 2016 年间，全球
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从 8000 万猛
增至 1.08 亿，而且这一数字仍在持续上升
中。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包括冲突、
当地市场食品价格空前高涨以及厄尔尼诺
现象导致的诸如干旱和不稳定降雨等极端
天气等。

报告认为，在10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

危机中有 9 个是由内部冲突所致，这充
分说明了和平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密切联
系。而今年对人道主义和抵御灾害能力
建设的援助需求将进一步升级，原因是
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尼日利亚4个国
家面临饥荒危险。同时，需要大量援助
的其他国家还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马拉
维和津巴布韦。报告强调，若不采取及
时和实质性行动，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
形势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恶化。

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表示：
“如果任由情况恶化，人力和资源方面的
成本将会增加。我们可以防止人们死于
饥荒，但如果不加大工作力度来挽救、保

护和投资于农村生计，数以千万计的人口
仍将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

欧盟国际合作与发展专员米米察表
示，这份报告强调迅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以有效应对粮食危机并从根源上解决问
题 。 欧 盟 在 这 方 面 发 挥 了 带 头 作 用 。
2016年，欧盟拨款5.5亿欧元，之后又筹集
了 1.65 亿欧元，用来帮助“非洲之角”地区
遭受饥荒和干旱影响的人们。

据悉，参与这份报告的机构还有世界
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洲委员
会国际合作与发展司、美国国际开发署、萨
赫勒地带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政府间
发展管理局以及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等。

《2017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

全球1亿多人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经
济调查机构 Cabinet Markit 公布最新
综合经济调查报告显示，最新的欧元区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接近6年来的最
高水平，显示出当前欧元区制造业正持
续复苏。法国制造业也呈现复苏趋势。

报告指出，欧元区 3 月份制造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为 56.2，高于 2 月份的
55.4。在此背景下，法国制造业也呈现
复苏趋势。报告显示，法国 3 月份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3.3，高于 2 月份
的 52.2。同时，法国新订单也实现了连
续第 6 个月的增加，增速创 2011 年 5 月
份以来最高，其中尤以对汽车业需求较
为旺盛。

法 国 制 造 业 持 续 复 苏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
室最新发表的预算前景报告显示，如果按目前状况发
展下去，美国政府债务和预算赤字将在未来30年内呈
上升趋势，或将达到GDP的1.5倍，成为抑制经济增长
的因素。

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债务自2008年以来已翻升一
倍，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77%。如果按目前状况
发展下去，政府债务到2027年将达到GDP的89%；到
2047 年将达到 GDP 的 150%，跃居美国历史上最高
水平。

报告显示，除了债务将不断膨胀外，美国预算赤字
也将增长3倍以上，预计其占GDP比例将从2017年的
2.9%上升到2047年的9.8%。截至2016财年年底，美
国财政赤字为5870亿美元。

报告指出，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支出增加是导致
债务持续攀升的主要因素。此外，利率上升也是债务
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美联储一直将利率水平保持在低位。但随着通
胀上升及经济增速加快，利率将逐步走高，进而导致政
府借贷成本上升，从而推高赤字。

报告最后警告称，美国债务水平和财政预算赤字
不断上升，将拖累经济增长前景，并制约未来的预算政
策，同时存在引发另一场危机的风险。经济增长受到
抑制将表现在：打击储蓄和收入、提高利息成本、对其
他领域的预算造成更多压力，同时限制议员们应对财
政危机的能力。

为使债务和赤字更接近历史平均水平，国会预算
办公室建议政府削减开支，增加收入。有专家指出，报
告凸显特朗普政府欲在不增加赤字情况下大幅提高支
出将面临的巨大挑战。

美国国会预算前景报告显示

30年后美政府债务将达GDP1.5倍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由哈劳
德·芬格率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结束了与巴
基斯坦的年度第四条款磋商，并与巴财政部长达尔共
同举行发布会。芬格指出，在国际经济环境改善、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带动投资以及农业部门反弹等利好作用
下，在即将于今年6月底结束的2016/2017财年中，巴
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

达尔指出，巴基斯坦政府在确保宏观经济稳定以
及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稳定方
面，过去 3 年中,巴预算赤字占 GDP 比例从 8.2%一路
降至4.6%，本财年将进一步下降至4.1%。以国内税收
为例，今年3月份巴联邦税务局实现税收3450亿卢比

（约合32.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1%，本财年前
9 个月总计 22580 亿卢比（约合 213 亿美元）的税收额
也创下历史新高。增长方面，经济增速已连续 3 年保
持高于 4%，本财年 5%的增速将创下过去 9 年来最
高。本财年中，大规模制造业实现了 3.5%的增速，水
泥、钢材、制药、造纸、汽车、电子行业均实现增产；农业
部门也在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性政策下有所复苏，
棉花、玉米、小麦以及制糖作物均实现增产；同时，商品
生产的增加也将对服务业产生促进作用。目前，政府
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5.75%的政策利率为近几
十年来最低。为了既保稳定又促增长，巴政府在本财
年首次实现了预算赤字全部产生自发展性支出，去年
7 月份至今年 2 月份期间，巴经常项目赤字增至 55 亿
美元，其中主要原因是资本品进口激增，后者高达42%
的增幅将对巴下一步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起到重大支
持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计，随着走廊建设的进一
步加速以及能源状况的持续改善，在 2017/2018 财年
巴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提升至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巴基斯坦本财年经济增速将达5%

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成立

匈牙利中医医师艾迪（女）在经历了5年中医药学
习后，日前终于拿到了匈牙利中医从业人员行医许可
证。 本报记者 翟朝辉摄

本报河内电 记者崔玮祎报道：近
日越南统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
第一季度越南自中国进口额达119亿美
元，同比增长12.3%。今年第一季度中国
成为对越第一大出口国。机械及配件、电
子产品及配件仍保持对越较高出口水
平，同比增长分别为23.6%和25.4%。

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越南进
口 总 额 达 到 456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2.4%，出口总额达到 43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2.8%，贸易逆差达 19 亿美元。中
国、美国和韩国为对越南最大出口国。

中国成对越第一大出口国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4月8日电 （记
者车宏亮） 叙利亚“丝绸之路市场”8日
在叙北部城市阿勒颇开始投入运营。

据叙通社报道，“丝绸之路市场”在
叙总理哈米斯的支持下设立，叙国内贸
易部长加尔比当天参观了市场。市场现
有211家商户入驻，售卖商品包括阿勒颇
著名的月桂肥皂、甜品和传统手工艺品。

阿勒颇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
曾是叙利亚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叙
政府去年12月收复这座城市后，开始着
手进行重建。

叙“丝绸之路市场”开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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