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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亚欧大陆的哈萨

克斯坦不仅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支点，也是

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成

员。中哈两国唇齿相依，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

丰硕成果，为“一带一路”

建设树立了典范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首次大选

本版编辑 李红光

经合组织预计

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将加速增长

中国助印尼建设便民卫生设施

6 月 8 日，在英国伦敦，工作人员在投票站外张

贴标识。当地时间 8 日上午 7 时，英国大选（英国议会

选举）开始投票。这是去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举

行的首次大选。 （新华社发）

私营经济发展良好 市场信心逐步回升

法国经济再现“微暖”势头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一带一路”使中哈靠得更近

巴西推出大型农牧业信贷计划

日本下调一季度 GDP 增速

法国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大
选后法国私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市场信
心逐渐回升，经济复苏趋势得到一定程度
的延续，但整体经济增速仍低于欧元区平
均水平。

数据显示，法国 5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
数从 4 月份的 100 点升至 102 点，创下自
2007 年 8 月份以来新高。整体企业信心
指数从 4 月份的 104 点升至 105 点，延续
了私营部门的回暖势头。工业信心指数
109，与 4 月份基本持平，达到 2011 年 6 月
份以来的最高值，总体生产预期显著好
转，食品产业和工业设备产业景况出现明
显改善。但服务业信心指数轻微下滑至
103。其中，住宿餐饮业信心指数严重下

滑，预订数量、总体行业情势及营业额均
有明显下降。

法国统计局经济学家指出，综合法国
大选后的制造业与服务业采集数据综合
评估，法国私营经济总体延续了近期的良
好走势，批发与零售行业信心持续增长，
推动了贸易出口额的上升，提高了市场前
景预期。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回暖趋势，也
显示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法国家庭
对未来财政状况充满信心。

该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法国经济的
“微暖”势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前
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效果正逐渐显现，为
法国整体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二是当前
欧盟整体经济复苏势头为法国提供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贸易领域，间接
催生了法国制造业与区内贸易持续好转；
三是马克龙的当选有效平抑了此前外界
对法国政治外溢风险的负面预期，使法国

企业的招聘意愿逐步恢复，进一步改善了
法国的就业形势，提升了市场对法国经济
前景的信心。

但是，法国统计局经济学家也提醒
说，法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为 0.4%，
尽管略有提升，但仍低于欧元区 0.5%的
平均增长水平，整体经济复苏势头仍然
脆弱。未来，法国新政府的改革政策仍
将面临以下挑战：一是即将到来的立法
选举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市场的担忧情
绪，各政党在立法选举中的相互博弈将
增加新政府的改革难度；二是马克龙上
任后曾明确指出，劳动法案改革将成为
新政府的首要关注重点，随着马克龙改
革“第一枪”打响，如何在法国企业与工
会间协调、突出改革对就业的推进作用
等将是法国民众关注的重点，各政党在
劳动法案、财政预算等议题上的博弈也
将严重影响新政府的改革效率与改革质

量；三是法国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将制
约 旅 游 业 、酒 店 业 等 服 务 行 业 企 稳 回
暖。近几年，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
持续面临恐袭威胁，在大选期间也曾发
生如“香街枪击案”等恶劣恐袭事件，如
何提升法国总体安全形势、平抑投资者
对法国社会安全形势的疑虑、重振法国
服务业也将是政府面临的另一大难题；
四是民粹主义威胁仍然存在，这将是经
济改革的一枚“定时炸弹”。尽管马克龙
在大选中战胜了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
勒庞，但后者在本次大选中展现出的“顽
强势头”，显示出民粹主义在法国仍具有
一定土壤，且随着未来国民阵线政党的
主动转型，其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力将进
一步增强，并在未来法国改革遭遇阻力、
欧洲其他国家举行大选时再次显示力
量，为法国改革进程带来长期不确定性
影响。

《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转型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激增八成

丝绸之路是中哈及沿线各国共同拥
有的历史遗产。4 年前，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向全世界宣告
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构想。哈
萨克斯坦积极响应，4 年来丝绸之路经济
带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
成功对接，中哈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标杆。

中哈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哈
萨克斯坦资源丰富，但经济门类相对单
一，轻工、机电、日用消费品产业相对薄
弱。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给哈萨克斯坦
经济带来较大冲击。为实现经济多元
化和应对风险，哈萨克斯坦领导层提出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通过结构改革
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促进经济可持
续增长。

2016年，中哈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
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根据规划，双方
将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加强合作，扩
大在工程机械、汽车产业等领域的合作规
模，推进轻工、食品业以及建材领域的产
业合作并加强纺织工业现代化合作。

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鲁斯
兰·布利特里科夫认为，哈萨克斯坦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对发展基础设
施、改善交通以及发展对外贸易非常感
兴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哈
萨克斯坦的国家战略相吻合。

他说，“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主
要目的是建设基础设施，修建公路、铁路
来连接国内偏远地区，并为东西方地区
之间转运货物、人员往来和加强旅游提
供便利。而“一带一路”不仅让途经哈萨
克斯坦的古丝绸之路重现生机，改善了
贸易和交通，还有利于加强技术转让、增

进文化交流。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哈落地

生根，中哈两国互联互通水平明显提
升。2014 年 5 月，中哈物流基地在中国
东部沿海城市连云港启动运营，哈萨克
斯坦获得通向太平洋的珍贵出海口。哈
萨克斯坦欧亚资源集团首席执行官索博
特卡感叹：“我们不需要拥有海洋，因为
中国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大海。”

从中国出发过境哈萨克斯坦开往欧
洲的列车，2013 年只有 77 列；如今，哈萨
克斯坦是中欧班列过境运输的境外首
站，过境哈方的中欧货运班列已超过
1200 列。昔日绵延的驼队变成了一列
列呼啸而过的货运列车，哈萨克斯坦的
过境运输潜力得以释放。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中亚第一大、
独联体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除了发展
战略对接，哈萨克斯坦也是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重要对
象。中哈产能合作具有良好的互补优
势，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则明
显加速了这一进程。双方就产能合作建
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确定了 51 个重点
项目，总金额达到 270 亿美元，一大批重
大项目已经开花结果。

各自发展的“不谋而合”让中哈产能
合作成为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互利共赢
之举。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样板，中哈
产能合作方兴未艾，亮点纷呈。由中国

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色股份）
承建的哈萨克斯坦最大铜矿选厂——阿
克托盖铜矿选厂今年 3 月正式投产，极
大推动哈萨克斯坦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
展。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成功对接的示范
工程，也是中哈两国成功实现互利合作
的又一体现。

此外，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成果之一，中哈产能合作基金投
入实际运作，签署支持中国电信企业参

与“数字哈萨克斯坦 2020”规划合作框
架协议。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十分
看好中哈产能合作前景。他在年初国情
咨文中提出推动国家现代化 5 项优先任
务，并强调有效落实哈萨克斯坦与中国
产能合作项目的重要性。

今年是中哈建交 25 周年，两国将以
此为契机携手共进，围绕共建“一带一
路”积极合作，挖掘合作潜力。

（据新华社北京电）

这 是 6 月 7

日在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专项世

博会中国馆内拍

摄的“能源走廊”

展区。

本届世博会

中国馆围绕“未

来能源 绿色丝

路”主题，通过实

物模型、电子和

机械沙盘、多媒

体装置、虚拟现

实技术、3D 弧幕

电影等方式，全

面介绍了中国在

能源开发与利用

进程中的代表性

成果。

（新华社发）

中哈合办中医健康中心在阿斯塔纳开业
新华社阿斯塔纳电 在哈萨克斯坦

总理萨金塔耶夫见证下，北京同仁堂集
团、中信集团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
医疗中心 7 日在哈首都阿斯塔纳的总理
府签署了有关在哈开展中医业务的战略
协议。随后，由三方在阿斯塔纳总统办
公厅医疗中心共同开设的中医健康中心
举行了开业剪彩仪式。

哈萨克斯坦国务秘书阿布德哈勒科
娃、卫生部长比尔塔诺夫、总统办公厅医
疗中心院长贝别林、北京同仁堂集团副
总经理丁永玲和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
等出席开业剪彩仪式。

阿布德哈勒科娃在剪彩仪式上致辞

说，中医历史悠久，它源自数千年来许许
多多资深医者累积的经验，中医健康中
心的设立给哈萨克斯坦病患带来更多康
复机会，必将成为惠及民众健康的最佳
资源之一。

贝别林说，中医健康中心将引进各
类中药和治疗器具，挑选在业内享有盛
誉、经验丰富的中国中医专家前来坐诊
和培训哈方医生，中哈专家还将就治疗
方法交流经验。

丁永玲介绍说，作为“一带一路”的
中医使者，同仁堂希望在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的基础上，将中医文化在哈萨克
斯坦发扬光大。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联合国贸
发会议发布的《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
示，2016 年东南欧与独联体等转型经济
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激增 81%，达到
680亿美元。

报告说，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
强劲增长的支持下，独联体和格鲁吉亚的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几乎翻了一番，达
到 630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
收国是俄罗斯，其次是哈萨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克兰。

在俄罗斯，部分得益于石油价格走
强，经济表现优于预期，外国直接投资增
加了两倍，达到 380 亿美元。股权投资
从 2015 年 的 负 4 亿 美 元 恢 复 至 正
190 亿美元。2016 年已落户投资者的再

投资收益从 110 亿美元增加到 180 亿美
元，也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提供了支
持。哈萨克斯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增加了一倍，与采矿勘探活动大幅增长以
及新兴投资者兴趣大增有关。

与此同时，一些东南欧国家避免了普
遍下降的趋势。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以及马其顿共和国外国直接
投资流入量都在上升。在阿尔巴尼亚和
塞尔维亚，中国投资者成为新的外国投资
来源。

报告显示，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
资在地域来源方面出现了变化，中国投资
者越来越突出。2010 年至 2015 年间，来
自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该地区外国直接投
资存量增长了近 3倍，从 60亿美元增长到

230亿美元。
数据显示，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

资流出量下降了 22%至 250 亿美元，是自
200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是转型
期经济体中的主要对外投资国，其外国直
接投资流出量上涨了 1%，从 271 亿美元
增加到 273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的外国
直接投资流出量基本转为负值，原因是公
司内部贷款出现反转。

报告认为，中欧自由贸易区外国直接
投资前景适度乐观。在该区域自由贸易
框架下启动了旨在吸引投资流入东南欧
的区域合作计划，预计将为该地区的外国
直接投资提供支持。此外，私有化也可以
开拓一些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机会，如
俄罗斯、乌克兰和东南欧国家等。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电 巴西政府 7 日
宣布一项总金额达 1902.5 亿雷亚尔（约合
582 亿美元）的农牧业信贷计划，以支持
2017 － 2018 年 农 业 季（2017 年 7 月 至
2018 年 6 月）农户在生产、销售、投资和保
险等各环节的开支。

巴西总统特梅尔当天宣布这一计划时
表示，2016 年农牧产品占巴西出口总量的
40％，地位十分重要。巴西政府将继续不
遗余力地支持农牧业的发展，为巴西乃至
全世界提供粮食安全保障。

巴西农业部长马吉介绍说，该计划
包括固定利率和商业利率两种信贷，以
政 府 提 供 一 定 优 惠 的 固 定 利 率 信 贷 为
主 。 信 贷 将 主 要 用 来 帮 助 农 户 购 买 农
机、提供物流保障、扩大生产规模和改善
种植条件等。

据巴西政府预测，2017－2018年农业
季巴西粮食收成总量有望达到创纪录的
2.32亿吨，比上一个农业季增长 24.3％。

新华社巴黎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7 日发布半年一度的经济展望报告说，预计全球经济
增长率今明两年将分别升至 3.5％和 3.6％。

经合组织预计，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将达
2.1％和 2.4％，日本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1.4％和 1.0％，
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保持在约 1.8％。此外，印度今
明两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 7.3％和 7.7％，巴西今年经
济增长有望转为正增长，明年预计可达 1.6％的增速。

经合组织还指出，在来自中国的外需以及本国投
资改善等因素推动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
泰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内需将保持坚实增长。

经合组织还预计，全球贸易今明两年增长预计可
达 4.6％和 3.8％，明显高于近三年来历年增幅。

经合组织当日在新闻公报中也指出，全球经济增
长“尽管变得更好，但还不够”。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
尔·古里亚说，全球经济尽管出现改善迹象，但增长水
平较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仍有明显差距，他呼吁各国采
取更有力的可持续政策，共同推动包容性增长。

亚行支持中国建设碳捕集项目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亚行日前宣布将为中国

陕西建设大规模碳捕集和封存（CCS）示范项目提供
55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赠款。

目前，中国正致力于使经济增长摆脱碳基燃料消
费，CCS 可以显著加快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与碳基
燃料消费“脱钩”的进程。CCS 是目前唯一能使工业
用能和电厂碳基燃料减少 90%的二氧化碳排放准商
业化技术。中国政府鼓励各省、市和企业在重点行
业推广 CCS 技术。根据 2012 年启动的一项试点研
究，陕西省政府考虑由延长集团开展一个商业规模
的示范项目。该项目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00 万吨，
相当于近 22 万辆汽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
中国首个此类 CCS 示范项目。

新华社东京 6 月 8 日电 日本内阁府 8 日公布了
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修正值。受个
人消费低迷等因素影响，经季节调整后，日本一季度实
际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1.0％，较初值的增长 2.2％进
行了大幅度下调。

数据同时显示，日本名义 GDP 一季度按年率计算
下降 1.2％，也比初值有较大幅度下调。

虽然实际 GDP 实现了连续五个季度增长，但幅度
远不如市场预期。日本财务省本月 1 日公布的法人企
业统计结果显示，一季度，日本产业设备投资额达
14.2901 万亿日元，同比增加 4.5％，连续两个季度实
现增长，导致许多民间机构预测政府将上调一季度
GDP增速。

最终导致实际 GDP 增速下调的主要因素是个人
消 费 低 迷 ，从 初 值 的 环 比 增 长 0.4％ 下 调 至 增 长
0.3％。但企业设备投资从初值的环比增长 0.2％上调
至增长 0.6％。

日本通常在 GDP 初值发布约一个月后，根据法人
企业统计等数据，对 GDP 进行重新计算并发布修正
值，以反映企业设备投资、公共投资的变动。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由中国驻印尼使
馆和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共同援助的“便民综合卫
生设施”，日前在印尼万丹省西冷县塔纳拉乡塔纳拉村
落成。该公益项目旨在支持印尼政府“社区主导全面
卫生”计划，满足当地民众对清洁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的
需求，推动解决用水难和如厕难问题。

“我们再也不会因为喝的水不干净而生病了，谢
谢中国！”村民扎吉对村里新落成的“便民综合卫生
设施”感叹不已。据了解，项目每座设施均配备水
井、水箱、水净化装置、卫生间、淋浴间等设施，可为
当地民众提供经过净化的清洁卫生水源，供当地千
余户居民饮用、做饭、淋浴、洗衣，并提供符合卫生标
准的卫生间。伊联总主席赛义德表示，这是一个增
加民众福祉、促进民心相通的项目，“这样的项目越
多越好”。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承诺，中国使馆将再
接再厉，开展更多小型民生项目，“为印尼社会繁荣
和民生福祉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