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 界 经 济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12

备受瞩目的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
日前正式开始。在英国国内大选风波影
响之下，英国政府脱欧谈判的路径变化
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在第一天的谈判中，英国和欧盟方
面都向外界表示即使面临复杂的谈判和
紧张的时间安排，双方都希望未来能够
达成全面协议确保英欧关系顺利前行。
欧盟负责与英国谈判脱欧事务的首席代
表巴尼尔表示，双方首日谈判只是达成
了时间表和谈判框架，并没有过多进
展。各方认为，即使是在脱欧谈判首日，
英国已经开始从此前的强硬表态后退。

在英国大选竞选中，脱欧事务大臣
戴维·戴维斯表示，英国坚持脱欧协议谈
判和自由贸易协定同步开展，并强调欧
盟的强硬立场意味着双方有可能在谈判
初期就会出现破裂。

对比这一强硬表态，谈判首日英国
就同意了以欧盟要求为蓝本的谈判架
构。根据英国和欧盟共同公布的谈判共
识，双方已经同意初期谈判只包括公民

权利、脱欧费用、爱尔兰边境问题和其他脱欧
事务，并未涉及双边贸易谈判。这意味着英国
已经从双线谈判模式的表态中退让。

引发各界对英国脱欧谈判策略转变猜测
的还有财政大臣哈蒙德最新讲话。作为软脱
欧派的代表，哈蒙德日前在伦敦金融城强调，
未来脱欧谈判必须首要保障民众的工作机
会、经济增长和繁荣环境，应该采取“更为务
实的态度”推进脱欧谈判。一是要确保英国
与欧盟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开展；二是必须
达成过渡期安排，以确保商业部门有足够的
缓冲期和避免断崖式波动；三是达成关税安
排方面的无缝对接，尤其是英国跨境贸易不
受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讲话中，哈蒙德还
直接批评梅首相此前“没有协议比达成坏协
议要好”的观点，强调“无协议脱欧对于英国
是非常、非常坏的结果”。这无疑直接暴露了

保守党内部强硬派和中间派间的分歧。
伦敦政经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于洁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就表示，大选之后首相特蕾莎·梅在保守
党内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梅所坚持的
硬脱欧和净脱欧路径所获支持也进一步
减少。保守党政府未来脱欧政策软化是
必然的，因为若再坚持如此强硬的立场
很有可能造成其执政地位受到威胁。与
此同时，欧盟27国当前在脱欧问题上展
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一致性，这意味着
英国不可能从欧盟获得更多让步。于洁
认为，当前英国国内各方争论的关键是
今后如何软化立场的问题。

回顾近期英国政府高层的系列表
态，目前其脱欧政策的软化主要表现在
净脱欧可能性的下降。当前，无论是脱
欧事务大臣还是首相都强调未来要与欧

盟达成全面协议。作为软脱欧派代表继续
留任财政大臣的哈蒙德特别强调必须达成
过渡期安排。这事实上意味着英欧之间无
协议脱欧可能性在下降。

当前，无论是此前坚持硬脱欧策略的
戴维·戴维斯还是坚持软脱欧策略的哈蒙
德，都强调去年公投结果已成定局，未来英
国必然要离开欧盟。

至于未来英欧贸易关系安排，哈蒙德
和戴维斯都强调指导英国脱欧谈判的原则
仍然是梅年初在兰卡斯特宫的演讲。唯一
变化的部分可能是不再提及“不达成协议”
的表态。戴维·戴维斯在与欧盟第一次谈
判后明确表示，由于留在单一市场内部意
味着接受“四大自由流动”，但英国坚持在
脱欧之后独自掌控自身的边境、立法以及
司法事务，因此英国在未来谈判中必须离
开单一市场。由于英国在脱欧之后致力于
与更多国家达成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英国
在脱欧之后也必须离开欧洲关税同盟。

由此看来，未来脱欧之路如何前行仍
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相比谈判开始
前，各方可以确认的是英国政府并非像此
前承诺的那样完全不妥协，而且英欧双方
已经在尽最大可能就避免净脱欧达成了共
识和一致。

同意欧盟谈判架构 避免净脱欧成共识

英国脱欧谈判立场明显软化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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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日前举行的《印尼经济季
度报告：升级》发布会上，身着红色民族服
饰出席的印尼财长斯莉心情很好。因为根
据世行最新预测，印尼今明两年有望实现
5.2%和 5.3%的经济增长；就在不久前，国
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继穆迪和惠誉之后，
将印尼中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 BB+级提
高至投资级别的BBB-级。

世行印尼代表处首席代表罗德里格指
出，在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基本面同时回
暖的背景下，印尼立足自身经济改革，化
解了美联储加息和保护主义抬头等市场动
荡因素，2017 年开局良好、增长动力强
劲，财政赤字、通胀率、信贷比等各项关
键经济指标均有所改善。“由于财政增
支、出口反弹、消费稳健，印尼 2017 年
一季度实际GPD较上年同期增长5%，且
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这对降低全球经济
的脆弱性、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是个积极因
素。”罗德里格说。

该报告指出，一季度财政政策强劲刺

激经济增长，税收完成额度和支出效率均
较去年同期明显改观。该报告预计，由于
主权信用评级提高，加之商业信贷利率走
低和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今年印尼投资市
场将再度活跃；由于全球经济反弹加速和
全球贸易稳步复苏，外需走强将驱动印尼
出口持续增长。

世行的乐观预期令印尼各界颇为振
奋。印尼央行行长阿古斯预计，二季度经
济增速有望达到 5.2%。央行负责货币政
策事务的助理行长多迪表示，二季度经济
增长表现将较一季度进一步改善，“因为开
斋节假期消费需求旺盛，加之多数本年度
公共支出资金基本到位，包括建筑、种植、
矿产等多领域私营部门投资随之日趋活
跃”。经济学家卢克曼认为，股市行情连续
上扬、信贷规模快速扩大等，均说明投资者
对印尼市场保持乐观，“世行报告已将印尼
列为最具投资价值的经济体之一，只要央
行年内加息，就说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是
实质性的、是可持续的”。

“世行报告明确指出，印尼投资环境不
断改善、经营便利不断增加，我们将继续推
进经济结构改革，包括提高税收占GDP的
比例、降低投资负面清单的各项门槛等关
键变革。”斯莉说，“请各利益攸关方尤其是
各国决策者以世行最新报告为依据，适度
调整对印尼的各项政策”。卢克曼则希望，
国际市场继世行、标普等机构之后，进一步
认可印尼的经济改革成效，特别是要持续
关注经营便利度这类事关印尼国家竞争力
的核心指标。

在世行公布报告后第二天，印尼海洋
统筹部长鲁胡特率团访问北京，旨在落实
印尼和中国两国元首在“一带一路”国际高
峰论坛上的会谈成果。鲁胡特表示，在经
济增长提速和投资前景看好的前提下，印
尼期待在基建、科技、通讯、旅游、生物燃料
等领域获得更多中国投资，“特别是印尼的
北苏拉威西省比通港、北苏门答腊省瓜拉
丹戎港、巴厘岛铁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希望
能尽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经济结构改革持续推进，增长动力强劲——

印尼经济向好并期待更多投资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6月19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中国文化中心，孩子们观看艺人制作糖画。
“中国非遗文化周”19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中国文化中心开幕，来自中国成

都的非遗传承人通过实物及技艺展示等形式，向白俄罗斯民众介绍中国文化。
新华社记者 魏忠杰摄

中国非遗文化亮相白俄罗斯

本报纽约 6 月 21 日电 记者
朱旌报道：当地时间 6 月 20 日，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和肯
尼亚常驻代表卡马乌大使作为“无
污染世界之友小组”共同主席，主持
召开了关于全球防治荒漠化问题的
专题会议。刘结一大使表示，荒漠
化威胁着全球三分之二国家和地
区、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防治荒漠化涉及改善生态环境、消
除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等诸多领域。2015年，联合国发展
峰会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提出“到 2030 年实现全球土地
退化零增长”的目标，表明了国际社
会坚决遏制荒漠化的态度和决心，
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

刘结一大使重点介绍了中方推
进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致力于应
对荒漠化挑战，走出了一条生态建
设与经济发展并重、治沙与治穷共
同推进的中国特色荒漠化防治道
路。今年9月份，《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中
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举行。中
方期待各国加强防治荒漠化领域的
技术和经验交流，推进防沙治沙领
域的国际合作，同国际社会携手努
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美
丽的世界。

南非、伊朗、突尼斯和塞内加尔等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积极评价中方致力于推进防治荒漠化国际合作，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菌草技术等合作项目，帮助发展中国
家加强能力建设，对发展中国家防治荒漠化、提高粮食
安全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巨大效用。各方均表
示愿积极参与在中国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 13 次缔约方大会，期待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继续全
面推进防治荒漠化国际合作。

“无污染世界之友小组”系肯尼亚提出倡议，中
国等国共同发起成立。小组旨在通过讨论海洋生态、
防治荒漠化、食品安全、城市和工业化等问题，推动
联合国会员国更加关注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协同发展。小组会议讨论情况将形成会议纪
要，提交于今年 12 月份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三届联合
国环境大会。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方推进防治荒漠化国际合作

新华社莫斯科电 （记者王晨笛） 俄罗斯联邦国
家统计局20日发布报告说，今年5月，俄商品零售额、
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数据出现好转。

报告指出，自 2015 年起俄商品零售额曾连续 27
个月下降，但从今年4月开始持续增长。5月份俄商品
零售额达 2.38 万亿卢布（1 美元约合 59 卢布），同比增
长0.7％。

报告还说，5 月份俄失业人口为 390 万，失业率为
5.2％，比4月份有所下降。

2014年以来，受国际油价低迷和西方对俄制裁影
响，俄经济运行面临很大困难。对此，俄政府连续两年
出台反危机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月初举行的圣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经济已进入新的增长
阶段。

俄 5 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好转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电 （记者张启畅） 巴西央行
19日发布每周经济数据报告预计，今年巴西经济增长
率将为 0.4％，较上周预期下滑了 0.01 个百分点。与
此同时，巴西央行将 2018 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2.3％降至2.2％。

巴西央行同时下调了今明两年通胀率预期，预计
今明两年巴西通胀率分别为 3.64％和 4.33％，均低于
先前预期的3.71％和4.37％。

此外，该行还预计，年内巴西基准利率有望由目前
的 10.25％降至 8.5％；巴西本币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在
今年年底将维持在3.3比1左右。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巴西爆发的政治风波是影响
其经济运行的主要原因。巴西央行此前公布的经济活
动指数显示，今年4月巴西经济环比增长0.28％，但同
比下滑 1.75％。该行认为，短期之内巴西经济仍处于
走出衰退后的调整期。

巴西央行下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日前
联合发布了“大堡礁2050年长期可持续
计划”，旨在推动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
物产多样性以及经济社会的综合治理。
联邦政府承诺将在今后 10 年内拨款 20
亿澳元用于大堡礁周边区域的保护和
治理。

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岸的大堡礁
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生长着约
400 种珊瑚、1500 种鱼类及 4000 种软
体动物，是最具生物多样性的世界珍贵
自然遗产。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海水
温度上升，致使大堡礁大片地区多次发
生白化现象，原本五彩斑斓的珊瑚群陷
入危机，保护行动刻不容缓。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欧
盟经济智库布鲁格（Bruegel）近日发布报
告呼吁，欧盟应加快推进与中国的双边投
资协定（BIT）谈判。布鲁格认为，欧盟为
中资市场准入设置额外障碍不仅无益于解
决双边投资问题，反而将使欧中投资协定
谈判陷入僵局。报告指出，未来达成的双
边投资协定将对欧盟与中国产生双赢效
果，欧盟应正确评估当前中资企业在全球

竞争中具备的优势。
报告表示，欧盟当前已成为中国最大

贸易伙伴，中国亦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欧中双边投资态势近年来的表现始终

“不温不火”，双边投资协定有望改变这一
现状。

报告建议，欧盟应主动了解彼此的经
济结构差异。首先，欧盟应认识到，中欧各
自的国有企业在经营覆盖面上存在差异。

其次，私营企业同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过分“关照”国有企业有失
偏颇。第三，欧盟未来在处理对华投资协
定谈判事务时，应更加务实，专注于市场准
入问题，而非企业所有权归属。最后，布鲁
格建议欧盟积极借鉴此前取得的经验成
果，参考近期达成的欧盟—越南自由贸易
协定中关于国有企业的章节，以更加灵活
的态度推动对华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欧盟经济智库布鲁格认为

欧中投资协定将产生双赢效果

新华社柏林电 （记者朱晟 乔继红） 德国智库
伊弗经济研究所20日发布德国经济预测报告，上调今
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

报告预测，德国经济增速今年将达到 1.8％，高于
此前预期的1.5％；明年将达到2.0％，高于此前预期的
1.8％。

该研究所经济学家蒂莫·韦尔默斯豪泽表示，德国
经济正处于强劲和稳定状态，上半年发展势头迅猛，这
种势头将持续到明年。他认为，过去几年间，德国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尤其是来自建筑行业和私
人消费；目前，欧元区和世界经济向好发展也促进了德
国出口。

报告预测，德国外贸顺差将进一步扩大，从 2016
年的 2610 亿欧元增至 2017 年的 2650 亿欧元，2018
年进一步升至2790亿欧元。

报告还预计，德国就业人数将再创新高，从 2016
年的 4360 万增至今年的 4419 万，明年将继续上升至
4457 万；失业人数将不断减少，预计失业率将由去年
的6.1％降至今年的5.7％和明年的5.5％。

伊弗经济研究所总部设在慕尼黑，是德国最大的
经济智库之一，每月发布的德国商业景气指数被认为
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晴雨表”。

智库上调德国今明两年经济预期

澳拟投20亿澳元保护大堡礁

据新华社开罗电 （记者郑凯伦）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20 日在伊斯

梅利亚举行仪式，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接收一艘多功能平台供应船。这是埃及
首次从中国购买此类船舶，标志着中国
建造的先进海洋工程装备成功进入埃及
市场。

据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介绍，这一平
台供应船总长 90.02 米，型宽 18.80 米，
型深 7.40 米，最大吃水深度 6.05 米，总
吨位4744吨，净载重1423吨。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造船厂负责人里
达·阿里表示，埃及近海海域近年来发现
地中海超巨型天然气田，埃及对离岸平
台供应船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他说：“我
们希望加强与中国企业在船舶和港务领
域的合作。”

中国平台供应船进入埃及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