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 界 经 济 2017年7月11日 星期二 9

“系列采购经理指数表明，二季度英国
经济增速将达到 0.4%。”数据提供商马基
特公司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
森在最新的英国服务业 PMI 报告中说，相
比一季度 0.2%的增速，这一数据大为改
观。但仔细分析相关数据走势就会发现，
下半年英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已成大概率
事件。

直接影响投资者对未来英国经济信心
的是服务业 PMI 最新数据。数据显示，6
月份服务业 PMI 指数为 53.4，低于此前 5
月份的 53.8；服务业部门增速已经放缓至
9 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服务业部
门活动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近期新业务数
量放缓，产出水平下滑至今年 2 月份以来
最低水平。

引发各方关注的是，服务业企业的商
业信心大幅下降。虽然服务业企业总体对
未来 12 个月的中期前景表示乐观，但是信
心指数已经下降至 2011 年 12 月份以来的
最低水平。分析认为，鉴于商业信心的大
幅下降和家庭实际收入面临高通胀的局
面，未来英国服务业增速将面临挑战。

此前，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部分

成员认为，近期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居民消费和服务业的放缓。这一
观点得到了部分数据支持，二季度制造业
平均 PMI 高达 55.9，为 3 年来最高水平。但
仔细分析发现，二季度制造业 PMI 平均指
数攀高主要是 4月份和 5月份数据较好，其
中 5 月份 PMI 数据高达 56.3。进入 6 月份，
制造业 PMI 数据开始回落，最新 PMI 数据
低于此前预期的56.5，下降至54.3。

国内消费一直是英国脱欧公投以来支
撑经济增速的关键因素，但消费对国内耐
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拉动正在
进一步下降。6 月份耐用消费品产量微增
0.1%，非耐用消费品产量则下降了 3.2%。

此外，英镑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也
是支撑英国脱欧公投后的又一经济支柱。
然而，6 月份数据显示，英镑贬值对出口订
单的拉动作用也开始下降，出口订单数量

已连续数周不及预期，新出口业务量增
速为 5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因此，标准人寿投资集团高级全球
经济学家詹姆斯·麦凯恩对部分货币政
策委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表示，制
造业虽然在二季度保持了相对乐观的态
势，但前瞻性数据已经表明，进入下半年
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制造业只
在英国 GDP 中占据 10%的份额，要弥补
占比超过 75%的服务业增速放缓缺口困
难巨大。

支持麦凯恩这一判断的还有建筑业
PMI 数据。6 月份建筑业 PMI 数据也从
5 月份的高位回落至 54.8。客户反馈表
明，建筑业企业对未来 12 个月的前景表
示担忧，尤其是商业地产投资谨慎情绪
上升明显，商业信心指数回落至今年最
低水平。

分析认为，造成 6 月份三大产业部

门 PMI 指数回落的共同原因在于国内需
求受到政治不确定性的极大冲击。其中，服
务业和制造业部门企业反馈显示，二季度
虽然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国内大选和
脱欧谈判开始造成大量国内企业推迟投资
和订单决策。此前 4 月份和 5 月份强势增
长主要得益于国内需求的提振，6 月份政
治事件的冲击造成总体需求和订单增速
回落。

建筑业部门也反馈表示，出于对经济
前景和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英国国内建
筑业企业客户关于未来 12 个月内的投资
决策一再推迟，造成建筑业新订单数量
不足。

分析认为，预计三季度英国经济增长
势头将进一步面临挑战。此前英格兰银行
货币政策委员迈克尔·桑德斯和行长马克·
卡尼都表示将退出部分宽松政策，但系列
前瞻性经济数据为英国央行的鹰派表态浇
了一盆冷水。

各方认为，虽然近期英格兰银行加息
态度渐显，但强调未来加息将综合考虑国
内经济数据走势。当前，脱欧不确定性和
英国国内政治不稳定性已经开始大规模影
响商业投资决策，未来央行在控制超低利
率环境及融资风险和企业融资便利化之间
作出权衡更为困难。因此，短期内加息可
能性遭到了更多机构的质疑。

二季度增速大为改观但拐点隐现——

英国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放缓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一年两度的非盟峰会日前在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落下了帷幕。除

了这几年非洲大陆一直关注的和平安全

与反恐、经济结构转型、青年失业、旱灾

虫灾、公共卫生建设等重要议题外，此次

峰会还有一个主旋律，就是呼吁各成员

国积极行动起来，靠非洲自己的力量，实

现非盟日常运转和非洲维和行动开支自

给自足，摆脱困扰非盟多年的“援助依赖

症”。为了支持非盟实现财政支出自给

自足，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捐赠了 100

万美元卖牛所得收入作为表率。

与欧盟不同，脱胎于“非洲统一组

织”的非盟作为非洲最大的国际组织，肩

负着一代代非洲人实现本大陆团结自

强、独立自主的寄托。但由于非洲国家

众多、发展水平普遍落后且地区发展不

均衡、各国之间普遍存在历史和现实的

利益矛盾，使得“非洲统一”的梦想迟迟

不能实现。非盟对于非洲来说，虽然在

和平安全等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和

风向标作用，但是在经济一体化，人员、资本、

信息自由流动，外交政策一体化等方面，与欧

盟、东盟等同类国际组织相比，仍有很长的路

要走。对于很多非洲国家的民众来说，非盟

是个高高在上、甚至有时脱离现实的“精英空

谈俱乐部”，宏大的口号多，但实际发挥的作

用有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非盟目前遇到的

“尴尬”局面，与非洲复杂曲折的历史有关，也

同目前自身财政吃紧、大量依赖外国援助有

关系。很多非洲国家并不富裕，财政连年吃

紧。所以非盟每年的会费，也是或拖欠或干

脆不交。这就让非盟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境

地。2017 年其预算为 7.82 亿美元，其中外援

资金就占到了 74%，这对自尊心很强的非洲

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作为一个旨

在维护非洲独立自主、团结自强的最大组织，

如此依赖外援，显然面子上过不去，里子上也

说不过去。为此，93 岁的穆加贝总统曾在

2015 年的非盟峰会上提出，要向非盟捐赠

300 头牛，帮助其实现财政自给自足，旨在为

其他非洲国家作出表率。虽然遭到了婉

拒，但是老先生说一不二。在非盟峰会开

幕前 3 天，他向非盟基金会捐款 100 万美

元，来源是卖牛所得。他表示，只要有决

心、有想法，非盟实现经费自给自足是完全

有可能的。

早在 2016 年的基加利峰会上，非盟作

出了一个决议，从 2017 年开始，所有成员

国对进口商品加收 0.2%的关税，所得收入

上交非盟，5 年内实现非盟日常运转资金

自给自足。目前，已经有包括埃塞、肯尼

亚、卢旺达等 10 个国家积极响应这一号

召。但是，对这项决议也存在着不少反对

声音。比如，有些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向本

区域组织（如西共体）等缴纳过进口税的一

部分，非盟再这样要求等于“双重收费”；有

些国家认为非洲目前需要用钱的地方很

多，把主要精力放在非盟“自给自足”上有

欠妥当。总之，非盟的目标已定，一时半会

难以改弦更张。其自力更生之路前景是光

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从穆加贝“卖牛”看非盟自力更生之路
郭 凯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就如何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而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向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交了报告。报告核心
内容包括：联合国发展系统要加速向为可
持续发展议程服务而转型；更多地致力于
发展融资；为更有力地支持各国实现可持
续发展，创造新一代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加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问责制。

报告指出，2030 年议程是人类最大胆
的发展议程，这要求对联合国发展系统实
施同样大胆的改革。为此，他在报告中提出

了涉及 38 项具体理念和行动的建议。报
告认为，为适应联合国发展系统转型，必
须对联合国发展系统实施一系列改革。

报告指出，联合国发展系统此前为
千年发展目标的服务目标较窄。在面对
2030 年整个可持续发展议程时，联合国
发展系统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机制，因此
要加速联合国发展系统从千年发展目标
向 2030 年议程的转变。为更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发展系
统应与公共、私营部门及其他伙伴开展
广泛合作，打开各方获取资金、专业知识

和技术的渠道，大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
更加需要专注于发展融资。

报告还提议，要建立新一代的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让可持续发展必须成为驻在
国代表的核心任务。目前，联合国国家工
作队包括 18 个机构，驻在国代表由开发计
划署驻在国负责人兼任，他们可使用的工
具和资源有限，而且对这些机构和办公室
并没有直接的管理权。报告建议消除驻在
国代表角色方面的模糊性，使这两个职责
脱钩，确保驻在国代表在行使职能时能够
更加中立。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系统改革建议

加速向为可持续发展议程服务转型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欧盟委员会近
日发布声明表示，欧盟将于 9 月 21 日起与加拿大临时
实施自贸协定（CETA），协定中超过 90%的内容将相
应生效。

声明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打造更
有秩序的国际贸易体系，并商定双方将于 9 月份临时
实施自贸协定。

声明表示，未来还有待于欧盟各成员国议会分别
批准协议，这是协议全面生效前的最后一步法律障碍。

据悉，欧盟目前仍然对加拿大施加贸易压力，要求
加拿大放宽对欧盟奶酪进口的限制，同时对欧盟药品
提供更多版权保护。

欧盟与加拿大于去年 10 月份签署自贸协定，今年
2 月份欧洲议会投票批准了该协定。据欧盟统计，协
议全面生效后，欧加双边贸易额有望提升 20%。

欧加将临时实施自贸协定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近日，韩国银行行
长李柱烈与韩国相关经济机构负责人、经济专家共同
召开了“经济动向座谈会”，探讨了韩国今年上半年经
济表现和下半年政策方向。

座谈会认为，一是韩国今年上半年出口、投资状况
向好，企业经营状况总体有所改善。预计下半年韩国
经济将整体维持复苏势头。二是经济复苏带动了就业
改善，尤其是青年及女性就业状况有好转迹象。三是
半导体、石油化工等韩国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仍维持竞
争优势。四是房地产开发等建设性投资向好。

座谈会提出，韩国下半年一是要做好风险管控。
二是就业状况虽有好转迹象，但就业质量仍有待提
高。今后要大力发展医疗、金融等服务产业，从而创造
就业岗位。三是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相关产业，确保韩国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四是要
关注房地产市场走热过程中的地域差异。

本报莫斯科电 记者赖毅报道：中国
葛洲坝集团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日前
在莫斯科举行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项目
P1 标段合同签约仪式，合同金额约 100 亿
元人民币。该项目是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关
于深化两国能源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成
果，将为中俄经贸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
注入新动力。

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项目位于
俄罗斯阿穆尔州斯沃博金区，距离中国黑
河约 200 公里，是中俄第二条大型能源走
廊——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的源头，设计
能力为年加工天然气 420 亿立方米，年产
氦气 600 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
大的天然气处理厂之一。该工程建设对实
现中国天然气进口多元化、保障能源供应
安全、拉动中俄两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
有重要意义。双方企业代表表示，未来将
持续深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俄罗斯
远东区域能源领域的长期务实合作。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法国巴黎市政府
日前公布了近期巴黎旅游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今年一
季度，大巴黎地区酒店接待入住人数达到 52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5%。该地区接待的旅游人数也正稳步回
升 ，今 年 一 季 度 该 地 区 法 国 本 土 游 客 同 比 增 长 了
9.9%，外国游客增长了 16%。其中，中国游客增长的
幅度最大，也成为法国旅游部门重点关注的客源。

巴黎市主管旅游业的副市长让-弗朗索瓦·马丁斯
表示，巴黎多个旅游部门将持续加强合作，致力于将巴
黎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且接待服务最佳的城市。

受恐怖袭击阴影笼罩，法国旅游业近年曾遭受重
创，法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颁布了一系列重振旅游业
的计划。为保证游客安全，法国警察部门还在著名景
点增加了警力部署与巡查力度。另外，法国对中国庞
大的出境游市场格外重视，除在多个景点增添中文导
览外，多个商场也逐步开通了银联支付服务。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法国共接待外国游
客约 8300 万人次，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
一。大巴黎地区的旅游业从 2016 年 12 月份开始逐步
回暖，随着夏天旅游旺季到来，法国旅游业回暖趋势将
得到进一步巩固。

法 国 旅 游 业 明 显 回 暖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电 （记者易爱军） 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 9 日在伊斯坦布尔表
示，欧佩克成员支持二十国集团对《巴黎协定》的立场。

巴尔金多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时表
示，尽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但二十国集团其余 19
个成员一致认为《巴黎协定》是“不可逆转的”，欧佩克
支持这一立场。他说，欧佩克成员都签署了该协定。

为期 5 天的第 22 届世界石油大会 9 日晚在伊斯坦
布尔开幕，如何应对石油行业面临的挑战是本届大会
的主要议题。

世界石油大会组织者、世界石油理事会主席约瑟
夫·托特在会上表示，随着世界人口增加，石油业面临
的挑战也在增加。他认为，要在安全且有利于环境保
护的条件下满足未来能源需求，需要大规模投入、技
术、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以及高标准且合乎道德规范的
商业行为。

葛洲坝集团签约俄天然气项目

欧 佩 克 支 持《巴 黎 协 定》

新 华 社 德 黑 兰 电 （记 者 马 骁 穆

东） 伊朗中央银行与劳工部门日前达成
协议，将斥资 200 万亿里亚尔（1 美元约合
32560里亚尔）提振就业。

伊朗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阿里·拉比
埃透露，按照这份协议，该部门与伊朗央行
将在先期 3 个月内拨款约 1 万亿里亚尔用
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4 万亿里亚尔用于
职业技能培训。

不过，拉比埃也表示，撒钱的方式不是
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生产领域很多问题
的根源在于技术、市场以及原材料等。

伊朗统计中心数据显示，伊朗失业率，
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今年春季，伊
朗 年 轻 人（15 岁 至 29 岁）失 业 率 高 达
26.4％，而最新数据显示伊朗整体失业率
也高达 12.6％。

伊朗将斥资约60亿美元提振就业

韩国经济上半年呈复苏迹象

本版编辑 徐 胥

很多非洲国家并不富裕，

所以非盟的会费也是或拖欠

或干脆不交,让非盟陷入了“无

米之炊”的境地。穆加贝老先

生把卖牛所得的 100 万美元

捐给非盟基金会，是想向外

界传递一个信念：只要有决

心、有想法，非盟实现经费自

给自足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季度英国经济数据整体亮丽，但其中4月份、5月份的数据较好，

6月份数据开始呈现放缓态势。由于国内需求受到政治不确定性的冲

击，三大产业部门6月份的PMI指数均有所回落。未来英国经济增长势

头将面临挑战

洛杉矶举办儿童障碍挑战赛
美国洛杉矶埃尔蒙特市 8 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儿童障碍挑战赛，吸引大

批儿童及其父母参加。图为一名参赛儿童参加障碍挑战赛。

赵汉荣摄（新华社发）

中国龙舟队激桨莱茵小镇

第 26 届埃格利绍龙舟赛日前在位于瑞士苏黎世

州的莱茵河畔小镇埃格利绍举行。来自广州和东莞的

两支龙舟队代表中国首次参加这项活动。作为瑞士最

大的龙舟赛事，埃格利绍龙舟赛的规模和影响近年来

不 断 扩 大 ，已 成 为 当 地 和 周 边 民 众 的 年 度 盛 事 。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