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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在国际
投资者中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资本市场关
注热潮。众多机构投资者纷纷对近期中国
资本市场开放和改革表示认可，认为这给
全球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红包。

长期关注中国市场的安石集团首席经
济学家简·德恩表示，投资者应该看到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背后的故事。
他表示，4 年的纳入进程表明中国政府在
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化发展方面的政
策承诺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政府的这一态
度意味着未来中国资产在国际主要基准指
数中的比重与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他表
示，随着 A 股纳入全球基准指数，预计未
来中国庞大的债券市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
纳入主要固定收益指数。

斯特拉顿街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
安迪·希曼也表示，在中国政府强力推进资
本市场开放和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努力下，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的比例将逐步提
升，同时中国在岸政府债券和政策银行债
未来将得到国际基准指数的更高认可。

瑞银集团资产管理部门近期发布研究
报告表示，随着近期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不

断开放，投资者在在岸银行间市场上的准
入不断提升。这一市场改革得到了彭博和
花旗两大国际固定收益指数提供商的认
可。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前的政策方向下，
中国政府债券纳入全球核心固定收益指数
——彭博—巴克莱全球总体指数和花旗世
界政府债券指数只是时间问题。

海外投资者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
放和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前景和宝贵的
资产配置多元化机遇。

瑞银集团研究报告认为，全球金融危
机之后，发达经济体非传统的宽松政策造
成传统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和收益率持续下
降。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负收益率主权债
务规模高达 8.6 万亿美元。相比而言，中
国政府债券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收益率都
颇具吸引力。预计在未来 5 年内中国债券
市场规模将翻一番，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

市场。这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意味着巨
大的市场机遇。

天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股票投资负
责人格拉格·库纳特向记者表示，从长期
资产组合的角度看，中国资产将在地区
和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获得更高的地
位，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独特资产类
别。中国资产在全球基准指数中地位的
提升，使得短期内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
市场的敞口，尤其是中国新经济部门的
敞口提升。

简·德恩表示，长期来看，中国市场
开放将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
使得跨境资本流动更加平衡。这也意味
着未来将有更多中国资本寻求海外市场
投资机遇。这一双向流动模式为海外机
构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双向市场。

瑞银集团认为，中国政府在强调金

融安全重要性的同时，并未放缓市场开放
步伐，仍在积极吸引海外投资者参与国内
金融市场改革进程。与此同时，中国政府
在降低系统性风险过程中都在积极引入更
为国际化的实践规则。国内市场规范与标
准的国际化对接，使得海外投资者对中国
国内市场投资更为放心。

近期中国国内经济和监管环境进一步
改善也成为吸引海外投资者的重要因素。
安盛投资集团认为，此前海外投资者出于
汇率风险对投资中国市场相对谨慎。当
前，人民币汇率经过修正后接近均衡水平，
美元强势基础不在；同时，中国政府有针对
性地向外资开放了外汇衍生品市场，进一
步消除了投资者对于汇率风险的担忧。最
后，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开放政策保证了
外资在华进出自由，此前所谓“资本管制”
的担忧成为无稽之谈。

此外，随着中国资产在全球基准指数
中的地位上升，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
的看法将更为客观和成熟。简·德恩表示，
A 股纳入全球基准指数之后，越来越多的
海外投资机构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其对
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将逐渐被客观的、基于
实际数据的观点所主导，此前缺乏基础或
基于偏见的中国经济悲观论将越来越没有
市场。

掀起新一轮关注热潮 给投资者带来大红包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赢得赞许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田晓军报道：
农业是保加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盛
产的樱桃具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6 月
24 日，西南部城市丘斯滕迪尔举行一年
一度的樱桃节，吸引了保加利亚全国和
周边国家的众多民众。在樱桃节期间还
举行了最佳樱桃评选大赛，评选出当年
保加利亚最佳樱桃品种并在下一年推
广，获奖者也将得到评委颁发的专业
证书。

保加利亚农业科学院丘斯滕迪尔农
业研究所布拉高夫教授当天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保已在樱桃

品种及栽培技术方面展开了十分有效的
合作，保加利亚已将多个樱桃品种及栽
培技术出口中国，保方愿帮助中国培育
更多更好的水果品种，使中国农产品更
好地满足民众需求。

保加利亚农业科学院丘斯滕迪尔农
业研究所与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果树
研究所迄今已合作 10 多年。保方为中
方引进樱桃、苹果、梨、葡萄共计 200 多
种。2001 年至 2012 年间，布拉高夫教
授与中方合作在多地推广保加利亚优良
樱桃品种，并于 2008年荣获中国国家友
谊奖，2012 年入选中国首批外国专家千

人计划。布拉高夫教授还与其同事会同中
方合作机构，与福建农业企业合作，把保加
利亚优质樱桃品种及种植技术引进福建省
屏南县，帮助当地建成中国南方最大的樱
桃基地。

丘斯滕迪尔市是保加利亚樱桃的主产
地之一，当地产的樱桃以颗粒大、色泽艳
丽、品种繁多且口感好而闻名。当地把引
种、培育和生产樱桃作为农业发展的一项
重要内容。

上图 在樱桃节上，当地民众向游客

展示优质的樱桃品种。 田晓军摄

保加利亚樱桃节吸引八方游客

上周，英国“脱欧”谈判正式拉开帷幕。首场谈判

后英欧双方都表示出乐观的态度。不过，考虑到双方

存在的巨大分歧，协议即便最终达成，估计还是要经历

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19 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启动“脱欧”谈判。

英欧双方谈判代表在会后都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并认

为欧盟与英国“有可能达成‘公平’的‘脱欧’协议”。分

析认为，虽然首场谈判气氛融洽，但双方在难民、“脱

欧”账单以及北爱尔兰边界等敏感问题上的分歧难以

消弭。根据欧盟法律，欧盟和英国需要在 2019 年 3 月

29日前完成“脱欧”谈判，其中的艰难曲折可以想见。

从英国和欧盟各自情况看，双方的立场强弱也有

微妙变化。

英国保守党刚刚意外地输掉大选，这让外界普遍

认为英国在“脱欧”谈判中立场会有所软化。但是，目

前的英国政府急需成绩来摆脱大选失利的阴影，轻易

服软会失去更多筹码。

欧盟在法国大选之后口气日趋强硬，加之经济逐

渐复苏也给欧盟增加了不少底气。不过，欧盟成员国

的团结、经济的恢复、难民的疏导，不是简单两句口号

就能解决的问题。欧盟表现出来的强硬，其实同英国

的立场并无本质不同，也是期望通过外部事件和压力

来达到整合内部矛盾的目的。

这样看来，在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与欧盟

要想真正拿出一个双方都大致满意的协议，必定会经

历一段漫长的“马拉松”。

“脱欧”马拉松打响发令枪
连 俊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近期，欧委会再次
对法国的财政赤字状况发出预警：“2017 年法国财政
赤字将占 GDP 的 3%，如果未来不采取纠正措施，2018
年该占比将达到 3.2%。”对此，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
普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法国在 2017 年实现公共财
政减赤目标，即实现将财政赤字降至占 GDP3%的“欧
盟标准”，仍面临巨大挑战。

此前，法国前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曾宣布 2017
年将法国的财政赤字降到 2.8%。对此，菲利普表示，
审计法院对今年赤字的最终决算持“谨慎”态度，预计
将在 2.8%至 3.2%之间，甚至更多。菲利普承诺：“为保
证法国公共财政的健康与可控，政府仍将减赤作为财
政政策的主要目标。”

法国公共财物与行动部部长杰拉尔德·达尔曼
指出：“上届政府为实现对欧盟的减赤承诺定下的

‘2.8%’的财政赤字目标恐过于乐观。”一位法国经
济部的官员表示：“目前经济部门的大部分官员和
专家都对 2.8%的目标表示怀疑，如果政府希望在
年底前达到减赤目标就必须立即启动大规模的储蓄
计划。”

法仍面临财政减赤严峻挑战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日前发布的《比利时 2017 年经济研
究》报告显示，比利时近年来加强了公共投资力度，并
积极改革了税收制度与教育体系，包容性增长态势
良好。

报告认为，受益于政府政策施行得当与市场机制
运行良好，比利时不仅在人均 GDP 方面明显高于经合
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社会发展态势亦展现出良性循
环。国民生活与工作分配比例合理、人均受教育程度
与健康状况表现良好、国民税后收入差距较小、男女间
薪酬差距为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中最低。

报告说，比利时政府近年提升了公共投资水平，对
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积极现象使
得中等收入阶层与移民群体间接受益。此外，工资改
革措施提升了人均收入水平，提升了比利时在欧盟乃
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力。

不过，经合组织在肯定比利时积极推进结构性改
革的同时，还列出了比利时社会经济发展未来面临的
五大挑战：国内生产率有所降低、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债
务水平上升、工资水平增长引发了略高的通胀、劳动力
市场亟待提升包容性。

比利时包容性增长态势良好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日前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印度将在 2024年超过中国
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威尔茅斯在
报告发布仪式上表示，此次发表的《世界人口展望》报
告 2017 年修订版对于全球未来的人口趋势和前景作
了全面分析。

报告指出，世界人口增长在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
的不均衡性。非洲地区的增长最为显著。预计从现在
到 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的一半将来自这一地区。今
后几十年，欧洲的人口将会下降。

报告对一些具有代表性国家的人口增长趋势作出
了预测。报告指出，中国目前人口总数为 14 亿，印度
为 13 亿，分别占世界总人口的 19%和 18%，这两个国
家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在大约 7 年
之后，印度人口总数将超过中国。

印度将成全球人口最多国家

本版编辑 徐 胥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似乎

已经挺过了一个关键的“危

险期”。不过，尽管欧盟领导

人试图在欧盟夏季峰会上传

递信心与团结的信号，但成

员国在具体议题面前各有盘

算，面临“拐点”的欧盟复兴

之路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A股纳入全球基准指数之后，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机构加大了对

中国的研究。其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将逐渐被客观的、基于实际数

据的观点所主导，此前缺乏基础或基于偏见的中国经济悲观论将越

来越没有市场

近日，欧盟例行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

举行。在经历了今年上半年欧洲政治生态

跌宕起伏之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似乎已

经挺过了一个关键的“危险期”。不过，尽

管欧盟领导人试图在此次峰会上传递信心

与团结的信号，但成员国在具体议题面前

各有盘算，面临“拐点”的欧盟复兴之路依

旧面临诸多挑战。

本届欧盟夏季峰会主要讨论共同防

务、移民分配、促进就业以及英国脱欧等重

大事项。从结果看，为期两天的会议并未

就上述问题达成突破性共识，欧盟方面亦

只是尽其所能，提供为各国首脑交换意见

的平台，并试图从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欧

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会前致函所有成员

国领导人时指出，近几个月来欧盟虽然面

临诸多挑战，但各成员国间的团结程度不

降反增。图斯克认为，欧盟正处于关键“拐

点”，欧洲人开始更加倾向于将欧盟视为

“问题解决者”，而非问题本身。

相比常规性议题，“新法德轴心”的走

向似乎更加引人关注。随着法国新总统马

克龙上任，欧盟对“新法德轴心”抱以更多

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峰会结束后，马克龙

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联合

新闻发布会，这在欧盟峰会历史上并不多

见。两国领导人宣布，未来法德将在共同

防务、气候变化、反恐、移民等领域加强协

调合作，但鉴于马克龙此前提议的欧元区

改革问题引起了德国保守派的反对，相关

内容并未出现在法德联合宣言中。

这边法德忙着“携手共进”，那边英国

却需要处理与欧盟“分手”事宜。当前，共

有 300 万在英国生活的欧盟公民，以及 100

万在欧盟居住的英国公民，确保各自公民

的权益不受影响成为“脱欧”谈判的优先议

题。峰会期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向欧盟

介绍了后脱欧时期，英国保证欧盟公民权

益的计划，并强调英国希望欧盟能够“对

等”处理在欧英籍人士的合法权益。不过，

包括比利时、奥地利等国领导人似乎对特

蕾莎·梅的发言并不满意，认为这一方案

“虚多实少”，并不能从根本上确保欧盟在

英公民的权益不受影响。

尽管欧盟内外观察人士均认为，欧盟

一体化进程已然度过了最“危险”时刻，但

“团结统一”似乎与欧盟的现状仍有差距。

近几任法国总统在新当选后首次参加的欧

盟峰会上，均会大张旗鼓地提出一些“创

新”建议，但大多“虎头蛇尾”。马克龙此次

意气风发地呼吁各成员国建设“保护性欧

洲”，并一口气抛出了多项争议性设想，包

括在欧盟层面创建针对外资并购行为的审

查机制、设立欧元区财长、收紧欧盟内部的

跨国工作流动等提议。由于触及其他多个

成员国的切身利益，多国首脑表达了反对

意见，因而“法式新政”并未在欧盟内部刮

起旋风。

另外，跨大西洋关系也是欧盟始终“跨

不过”的坎。当前，欧美关系处于历史低

谷，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退出《巴黎协

定》的决定更是让欧美关系“雪上加霜”。

不过，考虑到几周后 G20 峰会即将在德国

汉堡召开，或许是为了避免过度刺激美方，

欧盟在相关问题上选择了“冷处理”。较之

于今年 G7 峰会后欧美爆发的激烈“口水

战”，欧盟在本届峰会前后并未刻意发出针

对美国的“控诉”，当地舆论的涉美报道亦

表现得异常“安静”。或许，这也是欧盟内

部正在沉淀对美关系考量的一个信号，毕

竟在欧盟未来可能的“复兴之路”上，美国

的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

欧盟复兴之路依旧挑战重重
陈 博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钱铮） 东京
证券交易所 23 日宣布，决定从今年 8 月 1
日起，将东芝公司股票从东证 1 部（相当于
主板）降格至东证 2 部（相当于中小板）
交易。

东京证券交易所称，作出这一决定是
因为东芝在 2016 财年结束时（2017 年 3
月 31日）已经资不抵债。

此外，东京证券交易所还宣布东芝已
进入退市观察期，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 日
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届时如果东芝仍不
能扭转资不抵债的局面，将不得不退市。

东芝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受在美
国核电投资方面失败影响，2016财年末，东
芝的净资产为负 5816 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11日元）。目前，东芝能否如愿出售其半导
体子公司成为其财务能否改善的关键。

东 芝 面 临 退 市 风 险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电 （记者陈威

华 赵焱） 据此间媒体 21 日报道，由于
巴西石油产量近年稳步上升，而委内瑞拉
和墨西哥石油产量下降，巴西已成为拉美
最大产油国。

巴西《经济价值报》援引英国石油公司
的世界能源统计数据报道，2015 年委内瑞
拉以平均日产量 264 万桶居拉美产油国之
首，墨西哥和巴西以 258 万桶和 252 万桶
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去年，巴西平均日产
量增至 260 万桶；委内瑞拉则降至 241 万
桶，甚至低于墨西哥的 245万桶。

巴西石油署署长德西奥·奥多内表示，
由于巴西近海盐下层石油产量自 2013 年
以来逐步增长，再加上巴西石油公司此前
的重要投资项目陆续出成果，巴西石油整
体产量开始提升，预计今年将继续保持增
长势头。

巴西成拉美最大产油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