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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波兰当
地时间 5 月 22 日，中国建设银行（欧洲）
有限公司华沙分行正式开业。

据了解，建行欧洲华沙分行将立足
波兰、辐射中东欧地区，为中波、中欧相
关投资与经贸往来提供优质产品与服
务。分行开业初期将以公司业务为主，
重点服务于国内“走出去”大中型企业和
当地大型优质企业，尤其是与中国经贸
投资往来密切的客户，为其提供包括存
款、贸易融资、国际结算、资金交易、双边
贷款、银团贷款等在内的金融服务。

建行行长王祖继表示，波兰环境优
美、法制完善、劳动力素质高，具备良好
的投资环境，是中东欧地区经济发展的

“领头羊”。华沙分行是建行欧洲设立的
第五家分行，也是建行拓展欧洲地区网
络布局以及落实“一带一路”和“走出去”
的重要举措。

建行（欧洲）华沙分行开业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黄海顺报道：维也纳国际经

济研究所（WIIW）近日发表报告说，中东欧地区大部
分国家 2017 年一季度经济大幅增长，发展势头良好。
报告指出，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捷克、波兰、拉脱维
亚、立陶宛、匈牙利及罗马尼亚等国一季度经济环比增
幅均达到或超过1%，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增幅
则为0.8％。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经济
数据还未公布。

报告认为，上述国家增长势头强劲印证了该研究
所年初提出的观点：“中东欧经济活力将持续回升。”中
东欧国家劳动力充足、私人投资回升以及新一轮欧盟
基金投入是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积极因素。同时，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及德法大选等因素均未对中东
欧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外部经济环
境，特别是部分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对中东欧地区
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据统计，西欧国家一季度
经济增长总体上超过了该研究所以及欧盟原有的预
期。其中，中东欧地区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德国一
季度经济增幅达到 0.6%。与中东欧地区经济密切关
联的奥地利，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0.5%。

报告说，一季度经济数据表明中东欧地区国家经
济正在开始复苏。与去年同期相比，中东欧地区国家
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大多都达到或超过3%(只有捷克为
2.9%)。相比之下，欧盟的平均经济增长只有2%，奥地
利为1.9%，德国为1.7%，法国和意大利仅为0.8%。预
计该地区经济仍将保持强劲的势头。

维也纳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说

中东欧国家一季度经济大幅增长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由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主办的第二届“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
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日前在纽约总部举行。论坛主
题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消除贫困、促进繁荣”。中
国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主任、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
员会第 20 届主席王瑞军在论坛上分享了中国在科技
创新促进发展方面的经验。他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对
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并在政策上给予
大力支持。

王瑞军指出，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
展较以往更加重视。创新发展被确定为国家的核心战
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贯彻落
实这一战略，例如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科技创
新联通产业，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最终形成
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

王瑞军表示，中国政府注重把自主创新放在开放
的国际环境中去实现，与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加强
交流与合作。中国现在发起了一些新倡议，包括“一带
一路”建设、青年科学家到中国短期工作计划、联合共
建实验室等。这些计划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关注和支
持，更得到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关注和积极参
与。此外，中国政府还根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议程
制订了具体可行的相关措施，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与联
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对接。

王瑞军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成果井喷式涌
现，吸引了更多的风投资金。2012 年，全球风投资本
大概为280亿美元，其中230亿美元留在了美国；但到
了2016年，中国风投资本已经增长至300亿美元。这
种巨大进步一方面是长期积累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
政策、改革、金融等各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5 月 23 日，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在第 70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经过3轮投票，成功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总
干事，成为自1948年世卫组织成立以来，首位来自非洲地区的总
干事。

阿达诺姆表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世卫组织提供了
机遇，应将促进全民健康覆盖作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问题和

挑战的重点。他承诺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和透明高效
的工作机制，聚焦最弱势人群和地区，带领世卫组织作出新贡献。

阿达诺姆是国际知名疟疾研究专家，曾先后担任埃塞俄比亚
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现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将于今年 6
月30日卸任，阿达诺姆将于7月1日就职。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摄影报道

世卫组织选出首位来自非洲地区的总干事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电 （记者李骥
志 报道员徐谦） 芬兰诺基亚公司 23
日宣布与美国苹果公司就专利纠纷达成
和解，并签署业务合作协议。

2016 年 12 月，诺基亚发起多项诉
讼，指控苹果侵犯其32项专利。由于专
利纠纷升级，苹果公司从其线上和线下
商店撤下了诺基亚旗下品牌 Withings
的一系列数字健康产品。

诺基亚与苹果的和解，意味着长达近
半年的纠纷宣告结束。诺基亚在新闻公
报中说，将获得苹果公司预付的一笔费
用，未来还将从苹果公司获得更多营收。

根据业务合作协议，诺基亚将向苹
果提供网络基础设施的产品及服务，而
苹果将恢复在门店和在线商店销售诺基
亚的数字健康产品。

据悉，诺基亚和苹果还将在数字健
康领域寻求进一步合作。此外，两家公
司的高管将定期举行会议，确保合作高
效实施。

诺基亚与苹果专利纠纷和解

联合国论坛分享科技创新中国经验

中 国 科 技 成 果 吸 引 风 投 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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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途易（TUI）集团董事会主席弗
里德里希·约森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未来途易集团将加大对中国市
场的投入，以数字化服务为中国客户量身
打造“西式旅游”新体验。

约森说，途易的“中国战略”有三大支
柱：一是数字化。未来途易所有的旅游产
品都将实现数字化运营。为此，途易入股
了一家德国动态打包软件商，利用信息通
讯技术为顾客提供数字化旅游度假体验。

二是移动化。因为中国顾客习惯通过
移动客户端预订服务，途易将把智能手机
客户端打造成与中国顾客交流互动的主要

渠道，顾客可在手机上轻松预订下单。
三是集成化。途易集团所有服务产品

都将数字化集成并可量身定制。顾客在旅
游体验链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享受私人定
制服务。

同时，途易致力于在中国发展合作伙
伴关系，通过中旅途易、飞猪旅游这两大抓
手来拓展中国市场。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
司由途易集团控股 75%、中旅集团控股
25%，也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外方控股的
旅游企业。约森表示，未来中旅途易旅游
有限公司将聚焦终端客户业务，而且完全
实现数字化运营。“飞猪”旅游出行服务平
台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综合性旅游出行服务
平台，也是途易的在线运营合作伙伴。

谈到扩大中国市场投入的原因，约森

表示，首先，中国是极具活力的旅游大市
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对阳光、沙滩、运
动、放松的“西式旅游”方式产生兴趣。
其次，中德两国消费者对高品质旅游的
追求是相近的。途易在中国的目标群体
是年轻中产阶层，这与途易在西方国家
的定位也是一致的。约森认为，这一目
标群体未来在中国将持续壮大。作为

“西式旅游”的市场领先品牌，途易希望
抓住机遇进入这一细分市场。目前，途
易马尔代夫鲁滨逊俱乐部已经有 30%
客房都是中国客户预订的。

第三，中国是越来越受到尊重和承
认的科技领导者，中国企业也在信息技
术开发和应用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约
森在其担任沃达丰德国分公司首席执行

官时，就从与华为的合作中深切感受到中
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与中国合作伙伴
共同开发中国市场，无疑将助益途易的数
字化进程。

最后，德国品牌在中国享有良好的声
誉，以“途易质量”打造“西式旅游”新体验，
应该能够得到中国顾客认可。作为欧洲最
大的旅游公司，途易将利用其强大的酒店
和邮轮实力首先为中国客户打造东南亚旅
游产品，之后是欧洲和加勒比旅游产品。

约森并没有为中国市场的增长设定硬
性目标。但在集团新推出的“2022 战略”
框架下，途易希望在未来 5 年内实现营业
额增长10亿欧元，新增顾客数量达100万
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有
赖于中国市场的增长。”约森说。

途易集团董事会主席弗里德里希·约森：

为中国客户量身打造“西式旅游”新体验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
国白宫 5 月 23 日公布了特朗普政府 2018
财年预算案，预算支出为 4.094 万亿美
元。该预算案同时提出，未来十年将逐步
削减总计 3.6 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涉及
社会福利、教育、环境保护、科学研发等各
个方面，只在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少数领
域增加支出。

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
克·穆瓦尼指出，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从纳
税人角度出发制定的财政预算，体现了很
多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就提到的“美国第
一”原则，如军费增加 10%达到 540 亿美
元，为边境安全拨款 26 亿美元，以及巨额
减税和承诺3%的经济增速；除了军费和国
土安全之外的国内项目则被减少570亿美
元，大约为10.6%，对国外的经济援助也减
少了10%。

从财政支出数额来看，特朗普政府的
2018 财年预算与 2017 财年预算差别不
大，但对支出重点作了明显调整。2018财
年，特朗普政府的预算将大幅削减政府机
构支出 540 亿美元，将这笔资金转用到国
防相关部门。其中，对美国环保署预算下
调 31.4%，国务院预算下调 29.1%，农业部
门预算下调 20.5%，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

下调10.7%。
美国联邦政府将在未来十年逐步削减

1.4万亿美元政府部门财政支出，涉及所有
非国防政府部门。唯有国防部、国土安全
部、退休军人事务部的预算支出获得增
加。按照这一新的预算，2018财年美国国
防预算增加 4.6%，即 254 亿美元；国土安
全预算总额提高 6.8%，即 28 亿美元；退伍
军人事务预算提高了 5.8%，即 43 亿美
元。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防新增预算将
用于为空军购买 70 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的 F-35 战机和 14 架波音公司 F/A-18E/
F战斗机。美国海军军舰的数量从目前的
275 艘增加到 350 艘，在 2018 财年将先购
买12艘新舰艇。

与此同时，2018财年预算还计划大幅
削减社会福利，十年内将“强制性”（主要是

社会福利）计划的开支减少约1.7万亿美
元 。 医 疗 补 助 相 关 项 目 总 额 将 减 少
8660 亿美元，这是削减的最大一部分财
政支出；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券将
削 减 1930 亿 美 元 ，大 约 涉 及 4200 万
人。在能源方面，美国将出售一半的战
略石油储备，并开放在阿拉斯加北极区
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用于开设钻井，
以平衡未来十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并提
高美国的能源产出。预算还包括对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资，在未来十年间将投入
2000 亿美元，以此来带动 1 万亿美元的
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5 月 23 日对
2018 财年预算案表示了肯定和赞同，并
对美国经济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姆努
钦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这一预算举措，加

上全面税收改革和其他重点优先事项，将
使美国经济增长接近 3%或更高。美国将
在 2017 财年或 2018 财年实现 3%的 GDP
增速。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会民主党议
员抨击 2018 财年预算案通过牺牲低收入
者利益来平衡预算收支。美国共和、民
主两党都有议员表示，美国国会在讨论
该预算案的过程中，要对预算案作出重
大修改。

美国智库两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副
总裁威廉·霍格兰表示，特朗普政府大幅
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将为低收入家庭以及
财政困难的州带来毁灭性影响。为实现
预算平衡，广大的中低收入家庭将承受更
多负担。霍格兰说，预算报告将会面临国
会议员的强烈反对。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当天表示，特
朗普政府的预算案将损害其支持者。他
指出，国会议员会彻底反对这一预算。共
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当天也表示，特朗
普政府的预算案很难在国会通过。

根据程序，美国国会最终将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确定财政预算方案，并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新财年开启之时，执行
2018财年预算。

美国白宫公布2018财年预算案

未来十年将削减 3.6 万亿美元财政支出
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面临国会强烈反对

◎ 2018财年预算与2017财年预算差别不大，但对支出重点作了明显调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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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都有议员表示，美国国会在讨论该预算案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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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云南大学日前发布的
印度国情报告指出，莫迪执政后掀起了第二轮改革浪
潮，印度进入改革与发展的莫迪时代，印度经济驶入了
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报告指出，莫迪执政后不久，便大刀阔斧推进改
革，紧锣密鼓地推出诸多改革举措与发展规划。一是
调整联邦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清除以往积弊，
提高行政效率与施政能力，着力打造适应经济发展新
环境的高效政府；二是出台《商品和服务税法案》，解除
了对柴油的价格管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管制，着手改
革劳工制度、工业用地征地办法，集中力量解决老大难
问题，为企业松绑，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经济增长
注入了活力；三是制定与实施了“印度制造”“数字印
度”“智慧城市”等多项发展规划，加大发展步伐，加快
发展速度；四是下令废除大面额卢比，重拳出手，打击
长期困扰印度的黑钱与腐败问题；五是频繁开展外交
活动，不遗余力地宣传印度，为各项发展战略与规划创
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莫迪政府的改革促使印度经济走出泥淖，驶入快
速增长的轨道，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据印
度中央统计局统计，按不变价格计算，2014/2015年度
增长 7.2%，2015/2016 年度增长 7.6%。进入 2016/
2017 年度以来，印度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一
季度（2016年4月份至6月份）印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比上年度同期增长7.1%。

报告认为，印度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
难题并非短期内可以迎刃而解。政治上，莫迪的改革
仍然存在不小的阻力，政治分散化、地方化趋势并未
完全消除，尤其在邦一级层面，印度人民党还不能掌
控政治格局的演变。经济上，大规模的贫困人口仍然
严重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印度扶贫脱贫任重道
远。从社会方面看，种姓问题、妇女问题、贫富分化
带来的社会对立，将随着印度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
更加突出。

云南大学发布印度国情报告称

印度经济驶入高速增长快车道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中
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卫生部长
23日在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举行午
餐会议，就深化金砖国家卫生合作交换意
见，承诺加强金砖国家卫生领域合作，提
高金砖国家人民健康水平。

与会五国卫生部长就提高医药产品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推动结核病全球防控
新战略、加强遏制抗生素耐药问题多部门
协调等领域展开了探讨，表示应进一步加
强沟通和交流，落实有关行动计划。同时

强调，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0%以
上，五国的卫生政策对国际疾病防控具有
重大意义。

出席此次世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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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李斌在会上表示，中国期待与各国一
道，拓展合作，加强交流，规划未来，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合作平台。李斌
说，为落实金砖领导人去年印度果阿峰
会共识，中国将于 7 月 6 日至 7 日在天津
举办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

级别会议，拟发布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
议 《天津公报》 和 《金砖国家加强传统
医药合作联合宣言》。中国还将于 7 月 5
日举行金砖国家卫生高官会，推动各国
技术机构借助平台建立合作网络，探讨
开展适宜的合作项目。

2011年7月份，首次金砖国家卫生部
长会议在北京成功举行，确立了五国卫生
部长间的长期对话机制，之后各国轮流召
开了六次部长会议。2017 年，中国担任
金砖国家机制轮值主席国。

金砖五国承诺加强卫生领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