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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更新报告称

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将保持适度增长

伦敦金融城业务和人才显现外流趋势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希腊经济一季度负增长 0.1%

罗马尼亚一季度经济增长 5.6％

本版编辑 李红光

埃中投资论坛在京举办

欢迎中国企业进入埃及市场

全球乳制品贸易平台指数持续上升

瑞士新一代长途客运列车近日试运行。该列车为双层，最高时速为 200 公里。由于采

用了分布式动力系统，新列车可以比传统列车节约能耗 10%，转弯速度提高 13%。

郭 辑供图
瑞士新列车试运行

“‘一带一路’建设非常伟大，将引领
世界各国走向互联互通，促进形成一个更
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塞内加
尔经济学家穆巴克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专访时说，尽管“一带一路”建设还没有
扩展到西非地区，但是塞内加尔和很多西
非、中非国家热切期盼能够加入到“一带
一路”建设之中，加强与中国及相关国家
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信息技术、海洋
与绿色经济、能源、商贸、卫生、科技、教
育、金融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借“一带
一路”建设与“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东
风，与塞内加尔目前大力推进的振兴计划
全面结合起来，实现互利共赢。塞内加尔
位于西非之角，地理位置重要，政局稳定，
人民善良淳朴，希望早日融入“一带一路”

大家庭，成为“一带一路”在西非地区的重
要支点国家。

穆巴克表示，“一带一路”的内涵是
一条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这对于历史上饱受西方强权欺凌瓜分的
非洲大陆来说，充满尊重与吸引力。中
国用和平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为建
设一个更和平包容、共同进步的世界新
秩序树立了良好典范。穆巴克说，中国
提出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计划，这
对科技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具

有很强的吸引力。当今世界的竞争，就
是以科技发展为引领的综合国力竞争。
要想在未来跟上世界的脚步，非洲国家
一定要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实现跨越
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为此提供了相
关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提倡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而非竞争与
冲突，这在目前这个冲突频发、误解与偏
见颇深的世界难能可贵，是站在整个人类

文明的高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穆巴克认为，“一带一路”倡导的绿色发展
概念符合非洲的利益与文化传统。在非
洲文化中，历来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
的基因，虽然非洲国家迫切需要经济发
展，但是需要的是“绿色发展”，不以破坏
自然环境为代价。“一带一路”将为相关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设立生态环保
大数据服务平台，中非可以在这方面加强
进一步合作，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繁荣而
绿色的地球。

塞内加尔经济学家穆巴克：

塞内加尔期待早日融入“一带一路”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郭 凯

金砖国家驻德大使
圆桌会在柏林举行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当地时
间 5 月 16 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更
新了其 2017/2018 年《世界经济形势展
望》报告。这份更新后的报告显示，今年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率 将 为 2.7% ，明 年 将 为
2.9%；东亚和南亚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
富活力的地区，其中中国经济在今明两年
将保持适度增长势头。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与今年 1 月份
发表的联合国报告预期相同，与 2016 年
的 2.3％增值率相比，有所改善。报告指
出，很多发达经济体及转型经济体引领
全球经济复苏。东亚及南亚仍是全球最
具活力的地区。但南美经济复苏缓于预
期，非洲一些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有停滞或下降。报告认为，经济增长在
全球呈现不均衡态势，一些最不发达地
区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负责撰写有关中国部分报告的经社
事务部官员伍宝莲表示，中国目前的国内
生产总值占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 4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8100 多美元。经济
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下降趋
势。2015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6.9%，2016
年经济增长率为 6.7%，虽然低于前一年，
但仍好于预测。

伍宝莲认为，中国 2016 年的经济增
长比预期强劲主要是由于政策的支持，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此外，
大幅度的信用增长，以及在房地产领域
的投资比预期强劲也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因此，《世界经济形势展望》更新版
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适
度放缓，经济增长率在今明两年都将保
持在 6.5%左右。

伍宝莲表示，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放

缓 是 由 于 中 国 仍 在 开 展 结 构 性 改 革 。
中国现在正在将增长的驱动力从主要
依靠投资和工业部门增长转变为由消
费和服务部门拉动增长。中国近几年
来 一 直 在 开 展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
2016 年 ，中 国 提 前 完 成 了 控 制 钢 铁 产
量和煤炭产能的目标。此外，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加、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
城市失业率在 2016 年都支持了私人消
费。这些因素在今明两年仍将持续，其
中 通 货 膨 胀 率 仍 将 维 持 在 较 低 水 平 ，
2017 年 大 约 为 2.1% ，2018 年 预 计 为
2.7%。不过，全球商品价格上涨和人民
币进一步贬值也会带来通货膨胀率上
升的风险。

此外，伍宝莲也分析了目前中国经济
面临的一些风险因素。她认为，从外部来
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中国经济增长

前景是一种风险，因为这将影响到收入、
就业和投资。此外，发达经济体本身的进
口需求仍然比较弱，这些国家仍受困于自
己的结构性问题。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面临来自金
融部门的风险，尤其是要警惕“三高”：高
信用增长、高企业债务和高房地产价格。

伍宝莲认为，为减少金融部门的脆弱
性，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措施。为降低
企业的债务水平，政府采取包括收紧抵押
规则以限制公司债务，采取鼓励兼并重
组，并扩大债权股权互换项目等措施。在
房地产领域，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审慎的宏
观措施，比如提高购买房屋时贷款首付比
例，并加强了购买限制。

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展望》更新版，中
国经济还面临着另外一些“逆风”和下行
风险因素。

早在脱欧公投之前，大量预测认为脱
欧之后英国金融服务业将面临前所未有
的困境。随着近期英欧双方谈判原则的
公布，双方相互对立的谈判立场日趋明
显，金融机构对于未来谈判破裂的担忧进
一步加剧。在这一背景下，此前各方预计
的伦敦金融服务业业务和人员外流正在
成为现实。

自英国政府正式启动脱欧程序以来，
英欧双方在单一市场准入以及未来过渡
期安排谈判问题上存在一系列的冲突，越
来越多的机构不得不及早准备，启动向欧
洲大陆转移业务和人员的计划。

日前，摩根大通投行业务总监丹尼
尔·平托表示，为了保持更为便捷的欧盟
单一市场准入，摩根大通将进一步扩大其
在都柏林、法兰克福和卢森堡的办公室，
未来计划从伦敦转移数百人至上述地区。

摩根大通计划将上述三个城市作为
未来欧洲业务的三个支撑点。预计未来

都柏林主要开展相关托管业务，法兰克福
则主要集中开展面向欧洲企业的投行业
务，卢森堡依托其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业
务优势成为其财务管理中心。

鉴于未来英欧谈判时间安排上的不
确定性，摩根大通已经针对最坏结果——
英欧之间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或者谈判破
裂做好了预案。一旦上述情况出现，该集
团需要确保能在短期内将面向客户的前
台业务人员转移至上述城市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摩根大通还将持续密切跟踪未
来脱欧谈判相关进程，并寻求长期内最有
利的业务和人员分配方案。

与摩根大通类似，其他国际银行业也
在采取相关业务和人员调整方案。其中，
法兰克福正在逐渐成为大型国际投行青
睐的欧洲投行业务中心。在此之前，德意
志银行虽然总部位于法兰克福，但伦敦一
直是其在整个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投
资银行总部。但是，为在英国脱欧之后更
好服务欧盟内部客户，德银已经表示将从
伦敦转移约 4000人至法兰克福。

瑞银集团此前已在法兰克福建立了
欧洲业务中心。其首席执行官塞尔吉

奥·埃莫提日前表示，当前英国政府的态
度不利于将金融机构留在伦敦，未来瑞
银集团将进一步强化其在法兰克福的业
务中心。

高盛投资银行联席主管理查德·罗伊
德表示，考虑到投行业务面向客户的需
要，计划将在年内完成相关人员调整计
划，并在明年启动人员和业务转移计划，
计划将 1000 名工作人员分别转移至马德
里、米兰、巴黎和法兰克福等地，其中法兰
克福可能是其业务中心。

不仅如此，英国本土大型银行也面
临人员调整。据悉，渣打集团已经计划
将法兰克福作为未来欧洲业务中心；巴
克莱集团则计划在半年内启动应急程
序，在税收优势明显的都柏林加大业务
投入；汇丰集团虽然强调未来将在英国
境内保留大量人员，但是将在 2 年内向巴
黎转移约 1000 人。

相比于伦敦银行业务的转移，更加令
金融城担忧的是欧元区国家觊觎已久的
欧元计价衍生品结算业务。目前，伦敦日
均欧元计价衍生品结算量高达 8500 亿欧
元，占欧元计价衍生品结算量的 75%。

此前，欧委会曾经试图将此项业务转
移至欧元区内部，但是当时英国尚未脱欧
公投，欧洲法院拒绝了欧委会的要求。在
脱欧公投之后，法德两国财长都曾表示未
来将把欧元计价产品清算业务回归至欧
元区内部。

分析认为，欧委会将上述业务收回
到欧元区内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考
虑。目前，欧洲地区从事欧元计价衍生
品交易结算业务的机构主要是伦敦结算
所和德意志交易所旗下的欧洲期货交易
结算公司。后者总部就设立于欧洲央行
所在地法兰克福。由于欧委会和欧洲央
行正在加强对欧元区内部清算所的集中
监管，脱欧之后英欧双方在监管机制上
的变化将使双方监管协调难度上升。因
而欧元计价衍生品的清算业务收回至欧
元区内部有利于欧洲相关机构的监管和
防范风险。

至此，无论是出于监管考量还是经济
利益驱动，伦敦面向欧洲市场金融业务流
失已成定局。伦敦金融城协会此前预计，
未来伦敦因脱欧而丢失的金融服务业就
业机会在 7万个左右。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埃及驻华使馆日前在
北京举办埃中投资论坛。论坛主题为“苏伊士运河
——丝绸之路的门户”，来自中埃两国近 200位政府官
员和企业代表就中埃投资合作机遇和前景展开讨论，
并签署了多个投资合作协议。

埃及工业与贸易部长塔里克·卡比勒向与会嘉宾
介绍了埃及 2020年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战略，希望吸
引更多外来投资。他表示，欢迎中国企业进入埃及市
场，到各相关领域投资。据悉，该战略的主要目标包
括出口率增长到 10%，出口额达 300亿美元；工业生产
占 GDP 的比重由 18%增至 21%；提供 300 万个就业机
会；工业领域的总投资额达 1000 亿美元。为此，埃及
工贸部致力于实现五大战略核心：发展工业、发展埃及
出口、发展中小型项目、发展技术与职业技能培训、落
实治理标准与实现系统化发展。

经济合作是中埃双边合作议题的核心。在贸易方
面，中国是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埃及也是中国在非洲
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统计显示，2016 年中埃双边贸易
额达到了 110 亿美元，中国是埃及的重要投资来源地，
参与埃及的投资制造业、通信、信息技术以及工业园区
等建设。产能合作是中埃投资合作的重要领域，两国
签署产能合作的框架性协议，确定了 18 个可以优先落
实的项目，涉及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工业等领域。

埃中投资论坛期间，中埃双方签署了多个投资合
作协议。如，埃及投资与国际合作部与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签订了投资促进谅解备忘录；苏伊士经济区
与中国发展基金会和青岛港国际有限公司签署了“艾
因赛赫港口项目工程协议”；埃及国家遥感和空间科学
管理局与中国航天局签署了关于设立中埃卫星组装一
体化与测试联合单位的协议；埃及银行与中国国家开
发银行签署了 5 亿美元贷款协议；埃及电力公司与中
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银行签署了 50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设施协议。

据悉，今年 9 月份，埃及将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中阿
博览会。埃及将推介大批不同生产领域的埃及产品，
如建材、农产品、皮制品、家具等。届时还将举办关于
双边投资、旅游和文化领域的宣传活动。

据新华社惠灵顿 5 月 17 日电 全球乳制品贸易
平台 17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最新一次拍卖中，全球
乳制品交易价格指数上升 3.2％，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五
次上升。

在最新一次拍卖中，具有指标意义的全脂奶粉交
易价格为每吨 3312 美元，比上一次拍卖上涨 1.3％。
全脂奶粉价格是恒天然等大型乳制品企业决定原奶收
购价的重要指标。

新西兰乳业分析师表示，拍卖结果显示，黄油、脱
水乳脂产品价格上涨较快，延续了整个产奶季价格上
涨的趋势，原因在于不少发达国家消费者追求天然食
品，而非人造或加工食品，导致乳脂产品在国际市场的
需求迅速增长。

澳新银行认为，乳制品交易价格指数持续呈现上
升趋势，将会促使新西兰奶农获得较高回报。此前几
年，国际乳制品交易价格波动剧烈。为此，恒天然曾向
旗下奶农提供无息贷款，以帮助他们走出价格“泥潭”。

本报讯 记者黄海顺报道：希腊统计局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希腊经济一季度负增长 0.1%，这是继
2016 年第四季度负增长 1.2%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
负增长。

经过 6个月的紧张谈判，希腊与其国际债权人于 5
月初终于就改革方案达成共识。但受新一轮拯救方案
拖延造成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希腊经济复苏进程缓
慢。希腊财政部日前在向国际债权人提交的“2021 年
中期财政计划草案”中，大幅降低了今年希腊经济增长
预测，由原先预计增长 2.7%下调至 1.8%，甚至低于欧
盟日前预测的 2.1%。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罗马尼亚政府 16 日发
表公报说，欧盟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罗今年第一季度
经济同比增长 5.6％，为欧盟第一。

这一增长幅度超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和欧洲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预料。第一季度，欧盟 28
国整体经济同比增幅为 2.0％，欧元区增长 1.7％。

公报称，罗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速表明，政府采
取的措施是正确的。罗政府将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加
快吸收欧洲基金、改善征税并减少偷税等措施继续保
持经济增长趋势。

英国 4 月份通胀率上升至 2.7％
据新华社伦敦电 英国国家统计局 16 日公布数

据显示，今年 4 月英国通胀率为 2.7％，高于 3 月份的
2.3％，升至 2013年 9月以来新高。

数据显示，由于今年 4 月份包含复活节假期（去年
复活节在 3 月份），节日出行增多，交通成本上升，与去
年同期相比，航空票价涨幅达 18.6％，成为当月通胀高
企的主要原因。分析机构 IHS 马基特公司首席经济分
析师克里斯·威廉斯表示，虽然当月恰逢复活节是促使
通胀上升的重要因素，但自从去年 6 月份“脱欧”公投
以来，英镑持续贬值推升了进口商品价格，这一趋势还
将持续数月。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金砖
国家驻德国大使圆桌会日前在中国驻德国
大使馆举行。圆桌会由中国驻德国大使史
明德主持，俄罗斯驻德大使格里宁、巴西驻
德大使维拉尔瓦、南非驻德大使斯赞尼、印
度驻德大使托玛尔出席。

史明德在致辞中指出，今年，中国接任
金砖国家主席国，将于 9 月 3 日至 5 日在厦
门举行第九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待
同各国一道，围绕“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
辟更加光明未来”的主题，总结经验，凝聚
共识，规划蓝图。史明德向四国大使介绍
了金砖国家“中国年”的系列活动安排，阐
释了中方对厦门会晤的主要设想，并与四
国大使就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现状与发展
开展了交流。

史明德表示，德国担任今年二十国集
团（G20）主席国，将于 7月份在汉堡举行领
导人峰会，加强金砖国家在 G20 框架下的
协调至关重要，期待金砖国家驻德使馆进
一步深化沟通合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出
席 G20汉堡峰会取得成果作出贡献。四国
大使对中方主持此次圆桌会并介绍中方对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有关设想表示
感谢，一致赞同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驻德
使馆间合作与交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及
时沟通，共同推动金砖国家合作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