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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最新预计称

全球经济增长今年将加快至2.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升至 4.1%

短期数据难以改写英国经济走弱趋势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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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期待加强中非能源与基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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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节成保加利亚最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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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呼吁

创新粮食生产模式迫在眉睫

沙特将开征增值税和特殊商品消费税

欧盟将扩大免费无线网络服务
韩国 4 月份国际贸易保持顺差

英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一系列宏观
经济数据。其中，居民消费和就业数据均出现
了超出市场预期的大幅提升。然而，这并没有
改变各方对英国经济的趋势性看法。分析人
士认为，短期数据改善并没有改变制约英国经
济进一步走弱的基础。

在近期公布的数据中，最出乎意料的是 4
月份零售业数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4 月份零售业月度增幅为 2.3%，相比 3 月份下
滑 1.4%的情况大为改观。部分乐观分析认
为，4 月份数据转好可以结束年初至今的悲观
基调，消费者对脱欧公投后通胀快速上升的担
忧情绪已经消退。

然而，更多的分析人士质疑在当前居民收
入、通胀水平下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在通胀
方面，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 月份通胀
率为 2.7％，为 2013 年 9 月份以来新高。英格
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表示，通胀的上升速度
超出预期，其对居民实际收入形成的压力正在
逐步显现。

在居民实际收入方面，最新数据显示，英
国居民税前周薪（包括奖金）为 512 英镑，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 2.4%。但是，如果考虑通胀
因素，一季度英国居民实际工资水平相比去年
同期下降了 0.2%，创下 2014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与此同时，居民实际收入的变化正在以更
为隐蔽的方式影响零售业数据。

事实上，最近数月英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主
要受到消费信贷的支撑。数据显示，英国居民
储蓄占总体收入比重仅为 3%，但最新消费信
贷年度增速已经超过了 10%。近期英国本土
银行正在考虑进一步收紧居民消费信贷，避免
居民部门出现过高杠杆。显然，这一依靠信贷
维持的消费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基于上述实际情况，分析认为，居民消费
和零售业部门作为支撑英国经济的核心，4 月
份数据的转好很可能像英国的夏天一样，不仅
短暂而且热度不够。

在零售业数据之外，近期公布的劳动力
市场数据也吸引了各方的密切关注。数据显
示，一季度英国失业率已经下降至 4.6%，为
197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在劳动力市
场数据改善的背后，各方更多关注的是就业
结构、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以及长期劳动生产
率困境。

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一季度英国新增就业
人口数量为 38.1 万人。然而，英国本土居民就
业数量几乎维持在 2622 万人不变；非英国公
民就业人数则增加了 38.8 万人。分析认为，这
表明外来移民相比英国本土居民在劳动市场

上更具竞争力。考虑到未来英国对外来移民
的管控政策，未来英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和
动力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 令 人 担 忧 的 是 英 国 劳 动 效 率 问 题 。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速
为-0.5%，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1.8，为2007年
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英国财政部和国
家统计局一直强调要重塑劳动生产率，希望恢
复到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年均2%的长期
增长水平上。分析认为，如果将采矿业和金融
服务业排除在外，英国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问题由来已久。

近年来，英国采矿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劳动
生产率均较 2007 年大幅下降，分别仅为 2007
年水平的 55%和 90%。龙头产业的效率下滑
致使近期总体劳动生产率数据进一步恶化。
近期数据显示，无论是龙头产业还是其他产
业，劳动生产率危机依然存在。

因此，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士开始质疑，作
为老龄化严重的发达经济体，英国如果进一
步控制外来移民的数量，即使劳动力市场处
于完全就业状态，经济增长依然面临挑战。
近期数据的改善也并没有改变此前各方“二
季度英国经济将延续一季度疲软态势”的总
体判断。

保加利亚是世界最著名的玫瑰之国。每年 6 月份

的第一个星期日，在有着“玫瑰谷”美称的中部小城卡

赞勒克都会举办玫瑰节。充满民族风情的玫瑰采摘、

玫瑰花车大游行、“玫瑰皇后”评选等系列庆祝活动吸

引了世界各地游客。近年来，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

游客越来越多，给玫瑰节增添了东方色彩。

“玫瑰谷”每年都吸引 20 多万游客，玫瑰节已经成

为世界著名的庆典之一，展示了保加利亚独特的玫瑰

文化，以及淳朴、智慧、好客的民族风格。赏玫瑰、游花

海、买精油，玫瑰节已成保加利亚最亮丽的名片。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摄影报道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总
干事达席尔瓦日前表示，高投入和资源密集型耕作系
统在极大地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现有农业和
粮食系统，支持小农和家庭农民，减少农药和化学品使
用，改进土地保护方法。

达席尔瓦指出，广泛的农业集约化是目前导致森
林砍伐、水资源短缺、土壤枯竭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
主要因素。他表示，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增加生产，而是
要以不损害环境的方式实现增产，养活人口与养护地
球密不可分。人们必须从投入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
的生产系统。

达席尔瓦指出，农业是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部
门，特别是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和家庭农民来
说影响更大。农业和粮食系统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30％左右，因此有必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增
强抵御能力和提高农民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目前，世界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球人口，但其中
损失或浪费的数量占大约三分之一，同时被浪费的还
有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近年来，全球化、贸易和气候
变化以及生产系统抗灾力下降等已成为导致跨界病虫
害传播急剧增加的部分因素，对农民的生计和数百万
人的粮食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本报利雅德电 记者宋博奇报道:沙特税务总局
日前正式宣布了增值税和特殊商品消费税征收方案。
据悉，沙特拟于2017年下半年对烟草、功能性饮料和汽
水类饮料等商品征收50%至100%不等的消费税，预计
沙特全国将有约 630 家生产商和进口商被征收特别商
品税，仅在2017年下半年就将为沙特带来超过18亿美
元的税收。此外，沙特税务总局还宣布拟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对除经营部分特殊商品外所有年营业额不低
于10万美元的私营企业征收5%增值税，预计将在一年
内为政府带来超过150亿美元税收，但征收增值税的最
终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有关细节仍待讨论。

近年来，由于国际油价持续低迷，沙特央行持有的
外汇储备持续快速下降。沙特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17年 4月份沙特外汇储备外储总量为 4929亿美元，
减少 85 亿美元，为近年来首次跌破 5000 亿美元，创下
2011 年以来的新低。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减少预算赤
字和外储的不断流失，沙特已经被迫采取了搁置重大
投资和削减公务员薪酬等措施，并首度面向国际市场
发行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斯兰债券，此番连续发布
两项征税计划，也被外界视为沙特财政“开源节流”的
一大重要手段。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欧盟委员会日
前宣布，欧盟将扩大免费无线网络服务。根据相关计
划，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拟与欧盟各成员国一同出资
1.2 万亿欧元，在欧盟境内 6000 个至 8000 个公共社
区设立免费无线网络热点，相关具体计划将在今年年
底由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正式实施。

欧 盟 委 员 会 披 露 的 信 息 显 示 ，此 项 名 为
“WiFi4EU”的计划旨在进一步扩大欧盟境内的网络
普及率，在欧盟各国的公共区域增加无线网络热点。
欧盟委员会负责单一市场事务的委员安德鲁斯·安西
普表示，欧盟此项计划是打造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的重
要一步，欧盟计划向提出申请的公共社区投资，用以支
付购买无线网络设备及相关安装的费用，此后的运营
将由当地政府负责，申请方必须保证其网络热点能够
维持至少 3年的最短运营期限。

欧盟近年来在网络普及推广方面进展较为迅速。
根据欧盟此前相关统计，当前欧盟成员国家庭网络普
及率已经达到 85%。自本月中旬起，欧盟各国手机电
信运营商将不再收取个人用户在欧盟境内产生的跨国
网络漫游费用。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
2017 年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日前在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国商品交易展示中
心开幕，170 余家中国参展企业与上千家
中东欧企业对接洽谈，共寻商机。

本次展会为期 3 天，参展的中国企业
来自山东、福建、甘肃、广东、陕西、天津、内
蒙古等省市区。来自匈牙利、克罗地亚、罗
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尔
维亚等中东欧国家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展
会现场交流洽谈。

据悉，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已成功
举办 3 届，由中国商务部主办，参展企业的
展品涵盖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家居厨房
及家电、机械设备、建材、健康及医疗器械、
轻工纺织、化工及材料、冶金及矿产、日用
品和食品等 16大细分行业。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
银行日前公布的今年 4 月份国际贸易收支
情况显示，4 月份韩国商品出口额为 482
亿美元，商品进口额为 362.7 亿美元，顺差
达 119.3 亿美元，连续 62 个月保持顺差。
但是，服务贸易持续呈现逆差趋势，4 月份
赤字达 23.8 亿美元。其中，旅游项目逆差
较大，达到 12.4 亿美元，1 月份至 4 月份累
计逆差达 49.9 亿美元。船舶、半导体的出
口额均较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汽车零
部件和家电出口额有所减少；石油制品、运
输装备进口额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
长，汽车进口额大幅度回落。

从今年以来韩国对外贸易趋势来看，
一是半导体、石油制品出口额实现大幅增
长，但通信装备和家电出口额呈减少趋势；
二是除汽车进口额呈连续回落趋势之外，
其他各领域产品进口额均有所增长，其中
原油、石油制品、机械进口增长较多。

新华社津巴布韦卡里巴电 多国驻
津巴布韦大使日前参观了距首都哈拉雷
约 350 公里的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机项
目现场。他们赞叹这个项目所体现的“中
国速度”和“中国质量”，并希望加强与中
国在能源和基建等领域的合作。

该工程项目经理杨社亚向各国大使
介绍了项目最新进展。他表示，这一中企
在津巴布韦的最大水电项目进展顺利，目
前已完成全部工程的 85％。首台机组将
于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营，第二台机
组也将于明年一季度完工，使水电站总装
机容量由 75 万千瓦提升至 105 万千瓦。
该项目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负责建设，造价 3.55亿美元。
马拉维驻津大使库姆温达对记者表

示，马拉维热切希望与中企合作，推进该
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短缺对马拉
维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
响”，库姆温达说，“马拉维有丰富的水能
资源，但基建能力薄弱，我们希望尽快与
中企开展水电领域合作”。

肯尼亚驻津大使切利莫说：“中国是
肯尼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为我们建造了第
一条标准轨铁路（蒙内铁路）。中国不仅

‘授人以鱼’，还‘授人以渔’。”
刚果（金）驻津大使马万潘加对记者

表示，中国是非洲发展的榜样，中国与非

洲各国分享自己先进的基建能力，帮助非
洲实现更快速的发展。

纳米比亚驻津大使皮纳尔对中非在能
源领域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对许多非洲
国家来说，能源安全是巨大挑战。卡里巴
南岸水电站扩机项目和其他众多能源项
目，体现出中国在非洲国家实现能源自给
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黄屏表示，该
项目将为津巴布韦带来更多电力供应，
更多民众有望从中受益，“希望更多中企
与津巴布韦和非洲其他国家加强合作，
承建更多能源项目，为非洲各国的基建、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作出更大贡献”。

布达佩斯举办中国品牌商品展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
界银行当日发布的 2017年 6月期《全球经
济展望》预测，随着制造业和贸易回暖、市
场信心增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出口
大宗商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得
以恢复增长，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加
快至 2.7%。

报告显示，发达经济体 2017 年增长
有望加快至 1.9%。在国际形势向好的
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17
年 的 增 速 将 从 2016 年 的 3.5% 加 快 至
4.1%。

报告对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预测
较为乐观，称 2017 年其经济增长仍将呈
现加速态势，2018 年增长将超过长期平
均水平。新兴经济体复苏将对全球产生
重要的积极影响。

然而，世界经济前景依然存在风险因
素。其中，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能颠覆全
球贸易回暖；持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可
能损害市场信心。从长期看，生产力和投
资增长持续疲软，可能会削弱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前景。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长期以来，
我们目睹了低增长阻碍减贫进程，全球
经济企稳向好的迹象令人鼓舞。尽管复

苏脆弱，但已经开始，各国应抓住时机推
进体制和市场改革，以便吸引私人投资
帮助维持长期增长。同时，各国还需要
继续投资于人才培养，培育抵御多重挑
战的韧性。”

对于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近期发
展，报告认为，东亚太平洋地区发展中
国家 2017 年上半年不负众望如期继续
保持强劲增长。报告预计，中国的经济
增 速 2017 年 为 6.5% ，2018 年 为 6.3% 。
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东亚太平洋地
区 2017 年经济增速为 5.1%，2018 年为
5.2%。

对于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前景展
望，报告指出，东亚大宗商品出口国增长
加快。在印尼，投资环境改革和大宗商品
价格回升对私人投资和出口复苏起到了
支持作用。在马来西亚，大宗商品价格趋
稳提振了消费者和企业情绪。由于宽松
的政策对内需稳定增长起到了支持作用，
进口大宗商品的经济体将继续保持强劲
增长。

报告强调，虽然东亚大宗商品出口国
增长加快，但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面
临的风险呈上升态势。美国的政策不确
定性上升、欧洲因英国脱欧带来的风险等

外部因素可能影响投资者信心。主要发
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上升，也造成
了贸易关系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如果

全球融资条件收紧的速度快于预期，可能
会拉低该地区增长速度，加剧现有的金融
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