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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美国零售业企业财报陆续公
布，零售业在美国股市的表现可谓遭遇滑
铁卢。其中美国三大百货公司的失色表现
更是引人注目。零售巨头梅西百货股价近
日重挫 17.99%，今年跌幅达 32%，并创下
2011 年以来最低价。受此影响，其他零售
业企业股价也随之下挫。美国百货零售类

股哀鸿遍野，惨不忍睹。美国媒体报道称，
梅西、柯尔和迪拉德这 3 家公司近期皆发
布首季营收衰退报告，显示出美国百货零
售业的经营正陷入困境。

美国零售企业业绩下降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曾有美国媒体毫不夸张地表示，从
乡村购物中心到曼哈顿大道，这两年堪称
零售业灾难之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国
零售业在股市遭遇如此巨大的溃败呢？

分析认为，美国零售企业此前大幅扩
张导致过剩是业绩下滑的原因之一。有数

据显示，在从 1970 年至 2015 年的 45 年
里，美国商场扩张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
要快 2 倍。美国人均购物空间比加拿大
多 出 40% ，是 英 国 的 5 倍 ，德 国 的 10
倍。据不完全统计，美国一座大城市目
前约有 1200家颇具规模的购物商场，加
上小型品牌零售店，数量将以万家计
算。扩张过剩导致的后果就是关店。据
统计，2016 年美国有 4000 家实体零售
店关张，2017年关店数量预计会翻倍。

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的兴起也是重
要原因。网购以其价格优势和便捷的服
务迅速占据了市场份额，大大分流了传
统零售实体店的客流。据美国库什曼和
韦 克 菲 尔 德 公 司 的 统 计 ，2010 年 至
2013 年之间，美国购物中心客流量下滑
了 50%，网购销售额却一直在逆势增
长。自 2010 年至 2016 年，亚马逊网站
在北美的销售额从 160 亿美元增至 800
亿美元，希尔斯百货 2016 年的收入仅为
220 亿美元。仅 6 年时间，亚马逊网络
销售额就猛超希尔斯 3 倍以上。网络购
物享有免费送货、无条件退货等便利，消
费者在网上购买服装变得十分便捷。据
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半数以上美家庭喜
欢使用网络购物。此外，由于应用程序
和移动钱包的出现，使得移动购物也变
得更容易。自 2010 年至 2016 年，网购
支出占比已从 1.8%上升至 20%。

与此同时，消费理念的转变使得人
们从物质追求逐步注重旅游及娱乐消

费，也是导致零售业走向溃败的原因。据有
关商业机构的调查，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
前，人们的消费以住房、汽车和服装为主。
但近年来，消费者的消费兴趣正从服装转
向旅行和餐饮，服装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
占比越来越少，服装店的销售额也随之下
降。本世纪以来，在消费支出总额中，用于
购买服装的支出下降了 20%。据统计，美
国航空乘客人数自 2010 年以来每年都在
不断递增，2016 年甚至创下 8.23 亿人次的
纪录。餐饮业也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从
2005 年至 2016 年，餐饮服务场所的销售
额增长是其他所有零售行业的 2 倍。最新
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 2016 年在餐厅和酒
吧的花销第一次超过了在百货店的消费。

此外，零售业经营理念和模式缺乏创
新导致零售业走下坡路也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零售业的溃败对美国经济造成了
冲击。在就业方面，零售企业门店关张的
风险加大，有可能导致大量雇员失业。零
售业雇员以基础性的收银员和推销员为
主，这部分人中只有 20%拥有大学及以上
文凭。电子商务对学历的要求更高，大部
分要求大学本科学历。因此，全美就职于
零售业的 1590 万人将由于学历背景不高
而面临失业。这也会让美国因为学历造成
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积极和消
极两个方面，零售业的溃败导致业界加速
转型带来的新一轮竞争，可能会从另外一
个角度推动美国经济的下一轮发展。

美三大百货公司首季营收衰退股价重挫

美国零售业夏日遭遇“严寒”
本报驻纽约记者 朱 旌

本报讯 记者禹洋报道：中国社科院
日前发布《匈牙利看“一带一路”和中国—
中东欧合作》智库报告，收录匈牙利总理及
其他高级官员对“一带一路”和对话合作的
观点，并邀请匈牙利驻华大使、知名智库和
研究机构学者撰写相关文章，展示匈牙利
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合
作机制”。这是国内“一带一路”研究中首
本 由 沿 线 国 家 本 国 人 阐 述 的 国 别 研 究
报告。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认为，自 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和政治经历了从
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多中心的世界
秩序意味着多种发展模式，也会带来很多
机会。中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中心。中国
这颗“恒星”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在全球经
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更
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举措。

匈牙利驻华大使齐丽撰文称，世界经
济的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大西洋地
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中国是关注的焦
点。匈牙利的“向东开放”政策，重点就是
发展与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个亚洲最
重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一带一路”倡
议与匈牙利“向东开放”政策相辅相成，匈

牙利也是欧盟第一个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国家。

报告指出，匈牙利是中等规模的国
家，但在发展对华关系中有着独特的地
位，中匈关系创造了很多“第一”：第一个
同中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政府间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第一个
同中国建立和启动“一带一路”工作组机
制的国家，第一个中国在中东欧地区设
立人民币清算行的国家，第一个发行人
民币债券的中东欧国家，第一个设立中
国国家旅游局办事处的中东欧国家，第
一个在国内设立母语和汉语双语教学的
欧洲国家。这些“第一”的记录充分表明

了中匈关系的高水平。
匈牙利国际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库绍

伊·山道尔撰文称，中国—中东欧“16+1 合
作”机制是符合参与国家和国际环境需求，
并且有着充分自身特点的跨区域合作典
范。中东欧国家从中国—中东欧“16+1 合
作”机制中获得了实在的经济利益，特别是
在全球经济危机限制欧盟和欧洲共同市场
潜力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中东欧国家扩大
市场、融资来源和投资的重要地区。此外，
中东欧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和实
践者。长远来看，“16+1 合作”与“一带一
路”相结合，将为“16+1 合作”带来更多
机遇。

中国社科院发布匈牙利视角研究报告称

中东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等到城铁通车以后，可以直达医院去
看病，方便多了，我要第一批去体验。”家住
河内河东罗溪站附近的 68 岁老人黎俊锦
对《经济日报》记者说。由于周围交通状况
复杂，老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
前往市区医院看病。在看到罗溪站宽敞的
大厅、先进的机车后，老人对城铁通车后的
出行充满了期待。

5 月 20 日，由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承建
的越南首条轻轨项目河内吉灵—河东线城
铁（河内轻轨二号线）举行罗溪站样板车站
开展仪式。罗溪站作为 12 座车站的样板
车站正式对河内民众开放，机车和车厢同
时对外亮相。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早期收
获，河内吉灵—河东线城铁项目总投资约
8.68 亿美元，总长约 13 公里，全部采用中
国技术和中国标准，由中国中铁六局集团
采用 EPC(工程总承包)形式承建。在刚刚

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中国进出口银行与越南财政部签署
的《河内轻轨二号线项目追加援外优惠
贷款协议》被写入了峰会成果清单。据
中铁六局海外总公司总经理唐红介绍，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补充协议签订后资
金得到保证，建设已进入关键期，有望年
底实现试运行。

在揭幕仪式上，越南交通部副部长
阮洪长表示，吉灵—河东线城铁开通后，
将有助于缓解沿线交通拥堵状况，为民
众提供便捷、绿色的现代公共交通工具，
意义重大。阮洪长对中方总承包商为推
进项目进度提出的方案和付出的努力表
示赞赏，并希望中方总承包商与河内地
铁运营公司密切配合，做好运行、乘车等
各环节宣传，让列车安全运行，让百姓放
心乘车。

从今年 2 月份顺利吊装首批中国定

制机车和车厢，到目前罗溪样板站对外开
放。项目进展顺利离不开一线建设者们的
辛勤工作。唐红说，因为地处繁华路段且
河内天气炎热，施工大多只能选择在晚上，
加班到午夜的情况时有出现。雨季来临
时，为了减少暴雨给施工带来的影响，工程
师们只能不断地改变和优化设计。项目参
建单位越南 X4 住宅建设股份公司主席吕
海英说，“由于这是公司首次参与城铁项目
建设，与中方企业共同克服了在设计理念、
语言沟通等方面的障碍，这为公司今后在
城铁建设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吉灵—河
东城铁项目完成后对改善河内交通状况将
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将为未来河内市及
越南全国轨道交通建设提供重要的标准和
技术借鉴”。

中国承建河内城铁样板站精彩亮相
本报驻河内记者 崔玮祎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世界
卫生组织日前在葡萄牙发布的报告显
示，欧洲肥胖青少年人数在不断增多，肥
胖问题不容乐观。

报告显示，尽管欧洲国家一直在努
力解决儿童期肥胖问题，但欧洲目前每
3 个青少年当中就有 1 人超重或者肥胖；
其中肥胖率最高的是南欧和地中海国
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来儿童肥胖率
较低的东欧国家，青少年肥胖也在呈上
升趋势。

欧洲青少年肥胖问题不容乐观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全
日本中国学友会换届改选暨“留日学子
与中国梦”主题研讨会日前在中国驻日
本使馆教育处举行。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致辞中充分
肯定了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在团结
和服务在日中国留学生，支持、帮助广大
留学生回国服务以及促进中日两国人民
相互理解和交流所作的贡献。研讨会环
节，刚刚当选的新一届全日本中国留学
生学友会会长、副会长等结合个人经历，
围绕创新创业和中日友好畅谈了个人
梦、留学梦和中国梦。

留日学子与中国梦研讨会举行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日
前，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通过投入英镑清
算直参行项目，成为英镑清算所自动支
付系统（CHAPS）第 25 家直接清算会
员，也是第一家参加英镑直接清算的亚
洲银行。

据介绍，CHAPS 为英国本地英镑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也是世界最大的实
时全额支付系统之一。CHAPS 公司行
政总裁蒂姆·费兹帕特里克对中国银行
的加入表示欢迎，“中国银行国际业务遍
及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全面参与
将进一步扩展 CHAPS 英镑清算在全球
的服务范围”。

中国银行成英镑清算系统会员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

建报道：参加第 70 届世界卫
生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主任李斌在此间举行的
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将是中
国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丰
收年”。

李斌介绍说，今年 1 月
份，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
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4 月份，中非部长
级医药卫生合作会议在南非
举行，中国与马拉维等非洲
国家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5 月份，“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
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执行
计划》。7 月份，中国将在天
津举办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
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8
月份，中国还将在北京举办

“一带一路”暨“健康丝绸之
路”高级别研讨会，共商全球
卫生合作大计。

针对记者关于“中国在
履行《国际卫生条例》，开展
国际应急合作方面做了哪些
工作”的提问，李斌表示，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将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纳入健康中国
建设和国家公共安全战略总体布局中来谋划。中国认真
履行《国际卫生条例》承诺，及时公开透明地向世卫组
织、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风险评估结果，近年来还积
极参与了西非埃博拉出血热、圭亚那黄热病和寨卡等疫
情处置，以及菲律宾风灾、尼泊尔地震等救援工作。

李斌还说，去年在世卫大会上，由上海承建的中国
国际应急医疗队成为首批通过世卫组织认证评估的国
际应急医疗队之一。今年，由广东省承建的中国国际
应急医疗队也将第二批参加世卫组织认证评估。中国
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大
国担当。

据悉，第 70 届世界卫生大会于 22 日至 31 日在日
内瓦万国宫举行，中国代表团将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环
节围绕“在可持续发展时代建设有益健康的良好系统”
发言，参加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并举办金砖国家“关
于加强整合型的卫生服务体系，为实现健康相关可持
续发展目标而努力”的边会等活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表示中国卫生领域国际合作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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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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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部长级会议在河内举行
中方愿推动尽早结束谈判

夜幕降临，纽约的一家诺斯壮百货商场内顾客稀稀疏疏。 朱 旌摄

5 月 21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人们参与学习

如何裹粽子。当日，丁酉年端午节裹粽比赛在吉隆坡

天后宫举行。 张纹综摄（新华社发）

马来西亚举办端午节裹粽比赛

图为俯瞰河内吉灵—河东线城铁罗

溪站。 崔玮祎摄

本报河内电 记者崔玮祎报道：5 月 21 日至 22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级会
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东盟 10 国、中国、澳大利亚、
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等 16 方经贸部长出席会议。
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会。

钟山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强调要推动构建
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推动自由
贸易区建设，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RCEP 致
力于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与
丝路精神高度契合。

钟山指出，RCEP 谈判是目前全球经济最具活力、
涵盖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成员最多元的区域自贸谈
判。为加速谈判进程，中方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支持东盟主导，努力扩大共识。中方将一如
既往坚定支持东盟核心领导地位。作为 RCEP 的坚定
推动者，中方愿为推进谈判付出最大努力，与各方共同
加速推进市场准入谈判。中方已于近期提交了高质量
并具商业意义的货物、服务和投资改进出价。

二是把握机会窗口，尽早结束谈判。今年恰逢东
盟成立 50 周年，东盟提出了在年内实质性结束谈判的
建议。各方应把握机遇，力争在货物、服务、投资三大
市场领域推动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努力实现各国领
导人指示的迅速结束谈判目标。

三是兼顾各方诉求，务实推进谈判。RCEP 成员
在政治体制、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开放水平等方面差
异巨大，各方应展现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度，共克核心
难题，努力达成一个体现各方特性、实现互利共赢的自
贸协定。

会议就 RCEP 谈判中的货物、服务、投资和规则等
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讨论，为下一步谈判工作提供了
指导。会议发表了《联合媒体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