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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调级依据不足 国际市场平静应对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产油国延长减产协议效果有待观察
黄海顺

本版编辑 李红光 徐 胥

金砖国家致力构建
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

菲律宾将延期取消粮食进口上限管控

中国承建伊朗大型
水电项目并网投产

自中国政府推进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
政策措施以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内外部因
素变化引发了海外投资者的关注。然而，
穆迪日前降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举并没
有引发海外投资者过多担忧。

海外投资者冷眼旁观的态度在瑞银集
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多诺
文的评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发表评论
称:“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过度关注评级机
构的评级调整，因为如果投资者对评级机
构的每次评级调整都有反应，则会鼓励评
级机构再次调整评级。当前市场反应非常
有限，因为这一评级变化本身没有任何新
的观点。”

保罗·多诺文关于评级调整缺乏新经
济基础支持的评论得到了其他专家的认
可。英国标准人寿投资集团全球策略主管
安德鲁·米利根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中国政府早已看到了流动性增速
和名义 GDP 增速之间的差距以及相关影
子银行和债务问题。近期加强金融市场监
管和流动性收紧的态度值得肯定和支持。

富瑞金融集团全球股票策略主管希恩·德
比表示，这一评级调整出乎各方意料，因为
在过去的 6 个月至 9 个月中，中国政府在
上述领域的政策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与此同时，部分投资者认为穆迪的相关
评估过于悲观。英国安本资产管理公司表
示，各方对于中国债务问题已有评估。中国
的债务问题具有自身特点，包括政府资源能
力强以及公司债务集中在特定企业等，这使
得中国对于债务水平的承受力不同于其他
国家，无需对此危言耸听。

彭博新闻专栏作家安迪·穆克赫利表
示，评级下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穆迪过于
悲观。虽然中国评级体系与海外评级体系
存在差异，但根据彭博针对中国 127 个本
地评级 AAA 的企业债券跟踪分析来看，
中国公司部门债券信用等级相比一年前有

了大幅改善，当前只有14只债券仍处于
“风险”水平。

针对穆迪对中国债务问题处理速度
的质疑，分析师也表示出了不同的看
法。希恩·德比表示，当前中国监管层在
不断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力图通过流
动性注入维持市场流动性稳定，这是维
持相对平衡的做法。安德鲁·米利根表
示，各方密切关注的是中国未来去杠杆
进程的方式、节奏和路径。他认为，未来
中国的去杠杆进程应是缓慢、稳妥和渐
进的，过快去杠杆无论是对中国经济还
是全球经济都存在严重风险。

海外投资者冷对这一调整的核心原
因在于，这一调整本身的市场投资参考
意义非常低，并不会对全球市场造成实
质性影响。凯投宏观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马克·威廉姆斯表示，此次评级调整强调的
问题是投资者已经早有预期的。值得关注
的是，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中
国美元计价债务规模非常少，主要债务为
本币计价且为国有银行发行的贷款。海外
投资者在中国总体负债中的比重只有 6%
左右。因此，穆迪评级调整对中国和全球
市场的影响有限。

在股票市场上，希恩·德比认为，此次调
整不会带来股票市场过多波动。一方面，债
券评级本身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有限；另
一方面，即使经过此次调整，中国主权债务和
准主权债务评级仍然处于投资级，这一变化
不会带来过多的资产配置调整。

在债券和外汇市场领域，斯特拉顿街首
席投资官安迪·希曼表示，即使将中国评级
从Aa3下调至A1，依然是投资级中相对较
高的水平。评级调整依据的基础已经被投
资者纳入中国主权和公司债务以及外汇定
价之中，未来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反应将延
续当前的平静态势。他表示，即使经历了评
级下调，中国的美元计价债券仍然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尤其是与其他国家的同级美元债
券相比。这一调整并不能否定中国准主权
债券和公司债券的投资机遇，上述市场的收
益已经很好地弥补了相关风险。

5 月 25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在维也纳达成协议，同
意将去年底达成的减产协议延长 9 个月
至 2018 年 3 月份，并维持大约 180 万桶/日
的减产幅度不变。由于该决定不及市场
预期，当天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美国西得
克萨斯中质原油 7 月份交货的期货价格
下跌 2.46 美元，收于每桶 48.90 美元，跌幅
为 4.8%。北海布伦特原油 7 月份期货价
格下跌 2.50 美元，收于每桶 51.46 美元，跌

幅为 4.6%。
鉴于上次减产行动的效果欠佳，市场

担忧本次减产协议能否真正得到执行，能
否实现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平衡也有待观
察。一些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俄罗斯
基本处于自然减产状态，但未来俄罗斯增
产潜力较大，届时俄罗斯能否完全执行减
产协议很难说；同时伊拉克增产潜力也比
较大，享有减产豁免权的尼日利亚和利比
亚也正试图恢复原油供应。

另外，除了美国减少库存的不确定性
外，美国页岩油也是阻碍减产取得成效的
另一重要因素。延长减产协议虽然有助
于提振油价，但这也将刺激美国页岩油生

产商增加产量。美国能源署数据显示，
从 2016 年 12 月份到 2017 年 5 月份，美
国石油产量增加了 52 万桶/日。这已
经超过了沙特的每日减产量。同时，美
国 Laredo 石油公司预测，作为目前全球
最为活跃以及生产能力最大的石油产
区之一，美国二叠纪盆地在 2018 年的
石油产量预计还将增加 25%（大约 62.5
万桶/日），加上 2017 年前 5 个月增加的
52 万桶/日产量，届时美国石油产量将
累计增加超过 110 万桶/日，这基本抵
消了欧佩克 120 万桶/日的减产努力。

对此，委内瑞拉代表在会议期间表
示了极大担忧，认为美国页岩油增产会

对欧佩克及非欧佩克减产协议以及国际原
油价格带来冲击。但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
则表示，目前国际原油需求正在回暖，长期
趋势“非常健康”。同时，欧佩克秘书长巴
尔金都也表示，欧佩克与美国页岩油生产
商举行了良好的对话，希望与美国页岩油
企业进一步加强合作。有专家认为，欧佩
克应该做的事情不仅只是减产，这只是权
宜之计，减产提价会加速美国页岩油的增
产，真正该做的是降低成本，并扩大非石油
收入，加速经济改革。目前的减产协议，虽
然对维持短期市场稳定有一定作用，但能
否真正解决市场供过于求的问题仍有待
观察。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金砖国家关于“建
设面向未来的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边会在第70届世
界卫生大会期间举行。会议由 2017 年金砖国家轮值
主席国——中国发起并主办，其他金砖国家共办，世界
卫生组织支持。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出席会议并致辞，她称
赞金砖国家在卫生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并特别强调了
实现全民医疗覆盖的重要性。巴西卫生部部长里卡
多·巴罗斯、俄罗斯联邦卫生部部长、第70届世界卫生
大会主席维罗妮卡·斯科沃尔佐娃、印度卫生和家庭福
利部联合常秘萨吉·库马尔和南非卫生部部长阿伦·莫
措阿莱迪分别介绍了本国在建设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
上的经验。

中国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
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在会上重点介绍了中国在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转变基层服务模式、完善
分工协作和配套机制等方面的经验。他表示，中国
基本实现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每个街道都
有 1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医院服务能力明显提
高，80%以上的居民 15 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
点，居民就医可及性大幅提升。居民就医负担有所
减轻，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降到 30%以
下，为近 20 年来最低水平，居民满意度不断增加，健
康水平不断改善。

会议邀请了佛得角卫生部部长阿林多·罗萨里奥、
莱索托卫生部卫生服务司长莱齐耶·尼亚内、世界银行
卫生营养与人口局局长蒂姆·埃文斯、世界家庭医生组
织主席阿曼达·霍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
跃等代表参与小组讨论，探讨如何借鉴金砖国家经验，
促进发展中国家建设和完善整合型的卫生服务体系。
来自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代
表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据新华社明斯克 5 月 26 日电 白俄罗斯 25 日公
布了新版总统令，规定给予入驻中白工业园的企业更
多优惠政策，为企业入园提供更多便利并扩大招商引
资范围等。

当天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公布了总统卢卡
申科本月 12 日签署的新版总统令全部内容。文件规
定，对入园企业给予自盈利当年开始 10 年内免税、之
后长期税收减半的优惠政策。这与此前规定对入园企
业自注册之日起 10 年免税、之后 10 年税收减半的政
策优惠幅度更大。根据新版总统令，入园企业享受免
征园区不动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的优惠期由之前的 10
年提高到50年。

此外，新版总统令还规定扩大中白工业园招商引
资的范围，在之前的高端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
材料、机械化工和仓储物流等六大产业基础上新增电
信、电子商务、大数据存储与加工、社会文化等行业。

新版总统令规定，工业园区为入园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为其办理各类手续提供更多便利。今后园区
入驻企业还将在人员往来、员工聘用、货物报关及园区
设计建设等各方面享受特殊优惠政策。

分析认为，新版总统令将进一步提高中白工业园
的投资吸引力，白方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外国高新技
术企业入驻，带动本国经济快速发展。

中白工业园建于明斯克机场附近，是白俄罗斯招
商引资的最大项目，也是中白间最大的经济技术合作
项目。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中国、白俄罗斯、奥地利
和美国的13家企业入驻该工业园。

白俄罗斯给予入驻中白
工业园企业更多优惠据新华社伊朗鲁德巴 5 月 26 日电 由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一处大
型水电项目 25 日在伊朗西部洛雷斯坦省鲁
德巴河谷地区正式并网投产。

伊朗能源部长奇特奇安在致辞中赞扬鲁
德巴项目体现了中国水电企业的先进设计和
施工水准。他说，该项目比计划提前4个月完
工，预计年发电量10亿千瓦时，占伊朗水电装
机总量的4％。同时，项目的投产可以每年减少
62.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对于缓解当地电
力短缺、节约煤炭资源、提高供电质量、治理环
境污染以及改善民生都具有积极意义。

据了解，鲁德巴项目 2011 年 4 月开工，
总投资额度 40 亿元人民币。项目建设中使
用的机电成套设备和金属结构全部由中国制
造，占整个项目造价的一半。同时，该项目还
为当地提供近2000个就业机会。

该项目土建工程包括一座高153米的黏
土心墙堆石坝、开敞式溢洪道以及两条各3.6
公里长的引水系统，同期配建的水电站设施
包括两台单机 225 兆瓦的发电机组、地面厂
房和封闭式开关站。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
前签署命令，到2020年前该国仍将对粮食进口实施上
限管控，私营粮食进口商进口总规模年均不得超过
80.5万吨。

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之一的菲律宾，曾与世
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计划于今年 7 月 1 日前取消粮
食进口规模限制。然而，菲律宾农业部认为，该国有望
在2020年前实现粮食自给，但本国粮食较进口粮食仍
不具价格优势，需要通过延长私营进口商粮食进口规
模上限管控期限，对本国农民予以保护。

据了解，菲律宾每年进口粮食超过100万吨，主要
进口来源国为泰国、越南等。自1995年加入世贸组织
以来，一直对粮食进口规模实行上限管控，此次已是第
四次延期。

去 年 全 球 受 灾 人 数 高 达 4.45 亿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常务副秘书

长阿米娜在日前开幕的 2017 年坎昆全球减灾平台大
会上表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将有助于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和实现。她呼吁各国切实落实两
年前在日本仙台通过的行动框架，将工作重心从管理
灾害转移到管理灾害风险上来。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2016 年全世界有 4.45
亿人受到洪水、风暴、地震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
其中有 8000 人丧生；当年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估计为 1380 亿美元。与此同时，据世界银
行估计，全球每年因自然灾害而蒙受的实际经济损
失高达 5200 亿美元，直接导致每年 2400 万人陷入
贫困。

新华社巴基斯坦萨希瓦尔 5 月 26
日电 （记者刘天 张琪） 经过168小
时满负荷试运行，中巴经济走廊萨希瓦
尔燃煤电站 1 号机组日前顺利投产发
电。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台投产的高效
煤电机组，也是目前巴基斯坦单机容量
最大、技术最先进和建设速度最快的燃
煤发电机组。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 25 日举行
的 1 号机组投产庆祝仪式上表示，萨希
瓦尔 1 号机组仅用了 22 个月就顺利完
工，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将帮助巴基斯坦克服能源短缺问题。他
说，巴中两国官员和工程师为萨希瓦尔
项目作出的贡献再次证明了巴中两国的

友谊与合作关系。
谢里夫说，未来将有更多的能源项目

在巴基斯坦拔地而起。中巴经济走廊将为
巴基斯坦带来大量投资，也将帮助巴基斯
坦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中巴经济走廊框架
内的项目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带来福祉。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说，萨希
瓦尔燃煤电站1号机组的顺利投产是中巴
两国互利合作的双赢结果。中巴两国员工
同甘共苦，夜以继日，提前半年完成1号机
组建设。他说，这是中巴经济走廊下首个开
始运行的大型能源类项目，标志着中巴经
济走廊从全面实施进入“早期收获”阶段。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表示，萨希瓦
尔燃煤电站引进了全球先进的发电设备，

同步建设除尘和脱硫设施，确保各项经
济技术和环保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建设中，中方毫无保留地向巴方传
授了电厂的基建、运营和管理经验，为巴
基斯坦员工今后自己运营电站奠定了
基础。

萨希瓦尔燃煤电站由中国华能山东
发电有限公司和中国山东如意集团共同
投资建设。项目于 2015 年 7 月正式动
工，计划建成两台 660 兆瓦超临界燃煤
发电机组。2 号机组计划于今年 6 月底
正式投产运营。建设完成后，电站年发
电量将达90亿千瓦时，预计满足巴基斯
坦 1000 万人口的用电需求，缓解巴能
源短缺状况。

◎ 当前市场反应非常有限，因为这一评级变化本身没有任何新的观点。中

国政府早已看到了流动性增速和名义GDP增速之间的差距以及相关影子银行和债

务问题，近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和流动性收紧的态度值得肯定和支持

◎ 海外投资者冷对这一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这一调整本身的市场投资参考

意义非常低，并不会对全球市场造成实质性影响

中巴经济走廊重大能源项目首台机组投产

5月24 日是“保加利亚教育、文化和斯拉夫文字节”（即斯拉夫文字节）,这

是保加利亚最重要的全国性民族节日之一。图为参加庆祝活动的民众。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摄
保加利亚欢庆斯拉夫文字节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批准向蒙古提供
一项为期 3 年的中期贷款（EFF），总额为
3.14505 亿特别提款权（约 4.343 亿美元，或
其份额的 435%），以支持该国实施经济改革
规划。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日本和韩国
等其他融资伙伴方也已承诺将提供预算和项
目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则同意延长与蒙古央
行签署的人民币互换协议。综上所述，支持
蒙古实施经济改革规划的一揽子融资总额达
到约 55 亿美元。IMF 执董会批准这项贷款
后，可即刻拨付 2795.6 万特别提款权（约
3860万美元）给蒙古政府。

蒙古政府实施经济改革规划的目的在于
稳定经济，恢复信心，为经济复苏铺平道路。
经济改革规划的一个关键支柱是开展财政整
顿，以减轻国内金融市场压力、稳定外部头寸
并恢复债务的可持续性。

IMF 提供资金支持
蒙古经济改革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