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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
简称“亚投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等方
面初步显现出重要作用。今年 6 月份，亚
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在韩国济州举行，
相关各方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势头。就此，《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了韩国外交部经济分科委员、成均馆

大学中国大学院教授安玉花。
安玉花表示，亚投行于2016年开始正

式运营，主要面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展开投资。亚投行框架下的相关
合作总体上进展顺利，反映出良好的运营
状态。在亚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上，随
着阿根廷、汤加、马达加斯加的加入，亚投
行成员总数扩大到 80 个。这 3 个国家分
属南美、太平洋岛国和非洲，贸易流量较
大，亚投行呈现出在世界范围内均衡发展
的势头，并将在全球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

安玉花表示，她非常看好亚投行的发
展前景，也非常看好中国在其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中国现在正从“世界工厂”向“世
界市场”转变，中国参与其中，有助于亚投
行健康发展。未来，亚投行框架下的相关
合作将会更加顺畅。

安玉花提出，韩国对亚投行也很关
注。韩国总统文在寅亲自出席今年6月份
的亚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并发表演讲，
体现出韩国新政府的重视程度。从韩国的
角度来看，一是经济方面，韩国希望亚投行
能促进朝鲜半岛的互联互通。例如，建设
连接中、韩、朝、俄的铁路和物流网络，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倘若这一构想能够实现，
中国东北三省、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
很可能会成为吸引投资的热点地区。二是
从和平角度来看，包含朝鲜在内的东北亚

地区互联互通，有助于朝韩开展对话交
流，也有助于营造和平氛围，降低朝鲜半
岛的战争风险。

安玉花表示，亚投行今后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第一，进一步拓
展成员国的覆盖面。亚投行接受阿根
廷、汤加、马达加斯加为成员国就是一个
很好的做法，以后可以继续发扬光大，在
全球不同地区接受新的成员国，丰富成

员国的区域构成，扩大全球影响力。第二，
进一步拓展投资地区的覆盖面，亚投行今
后应当在当前投资区域的基础上，进一步
向外延伸。第三，加强亚投行内部专业人
才支持。亚投行今后不断发展壮大、融资
规模不断扩大是毫无疑问的。亚投行应当
提前准备，吸收和储备专业人才，以有利于
在业务拓展时管理好贷款项目、资金流量、
风险与收益等。

亚投行将在全球担当更加重要角色
——访韩国外交部经济分科委员安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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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上旬的二十国集团（G20）汉堡峰会上，各
方领导人一致支持全球化，承诺市场开放，促进跨国
投资。不过，东道主德国在反对保护主义问题上的鲜
明立场和巨大努力，却因上周通过的限制外资新规自
相矛盾而“失分”不少。

当地时间12日，德国政府通过由联邦经济部拟定
的新法规。该法规旨在制约外国投资者收购所谓的

“关键性基础设施”。根据新规，如果并购涉及所谓的
“关键性基础设施”，即被认为是“对公共秩序和安全
的威胁”，德国政府就可以阻止并购。该规定通过后
遭到德国政商界多位人士批评。

就在刚刚结束的 G20 汉堡峰会上，德国还在积极
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短短几天内就出现
反转，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有分析指
出，禁止外资收购并不能挽救德国企业，“德国此举
无异于向贸易保护主义日盛的世界发出了‘灾难性
的信号’”。

德国这一举动表明，反对保护主义仍是当前世界
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德国尚且如此，对保护主义立
场暧昧的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也是在12日，美国正式向韩国提出重新商讨和修
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要求。美国的理由是，自协定
生效以来，美国对韩国货物贸易逆差从 132 亿美元增
加到了276亿美元，美国吃亏了。分析认为，美韩自由
贸易协定使韩美贸易量增加了 12%，发挥了一定作
用。但是，所谓“美国吃亏”的理由并不成立——虽然
美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出现赤字，但在服务贸易方面却
赚得盆满钵满，韩国还对美国开展了大量投资。韩国
舆论开始抱怨，认为在韩国因“萨德”问题遭受经济损
失的时候，美国竟然开始对韩“经济施压”。这种局面
是如何形成的，值得韩方深思。

反对保护主义不能出尔反尔
连 俊

暑假来临，位于比利时的欧洲航天中心科普教育基地迎来了大批
中小学生，他们来基地了解航空知识，体验进入太空的感觉。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摄
科普基地受欢迎

在今年 1 月份兰卡斯特宫的演讲中，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了脱欧指导原则，
其核心是既要独立的边境控制权又要全面
欧盟市场准入。上述观点一经提出就备受
各方质疑，认为空前强硬和团结的欧盟 27
国不会认可这一“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脱
欧方案。

随着在最新大选中失去原有的议会优
势席位，英国保守党内此前起草“理想主
义”脱欧路线的幕僚相继离任，支持强硬对
欧态度的右翼势力也意识到了这一路径对
于其选民基础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以
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为代表的温和派
提出了更为务实的脱欧路径，并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支持。

哈蒙德在 2016 年的脱欧公投中持留
欧立场。但在公投结果公布之后，他选择
了支持和尊重民意结果，但是拒绝支持为
了脱欧而脱欧。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哈蒙
德自脱欧公投以来一直强调未来脱欧要确
保商业部门和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

在哈蒙德近期的两次讲话中，他系统介
绍了英国财政部对于未来脱欧路径的预设
方案。由于哈蒙德所代表的温和派目前在保

守党内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哈蒙德的表态也
被视为英国政府最新脱欧路径的阐释。

在最新方案中，英国政府强调未来与
欧盟达成全面贸易协定的重要性。哈蒙德
表示，英国政府的脱欧路径必须将居民就
业和经济繁荣作为核心关注。脱欧之后的
英国必须与欧盟就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达
成全面贸易协定和关税安排，确保跨境贸
易无障碍运行。

鉴于短期内完成全面贸易谈判的可能
性不高，新的脱欧方案强调英国必须与欧
盟达成过渡期安排。这一协议安排将确保
在 2019 年 3 月份之后至达成全面贸易协
定之前这段时间内，英欧双边贸易投资能
够按照相应的安排无障碍开展，避免断崖
式停滞。

由于这一方案坚持未来获得更多的市
场准入安排，哈蒙德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
有所缓和。他并未要求完全杜绝欧洲移
民，而是强调要实施“移民管理”。其核心

是在控制移民数量的同时，允许英国公
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能够继续根据自身
的需要招聘来自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地的
人员，且不受移民数量管控的影响。

出于金融服务业在英欧贸易中的关
键地位这一现实，新方案强调未来要以
更加务实的方式解决金融服务业的市场
准入问题。哈蒙德表示，如果未来双方
未能达成任何金融市场准入协议，碎片
化的金融业发展不仅意味着金融产品成
本上升，同时也意味着产品质量下降和
风险上升。

据悉，在未来金融服务业的安排中，
英国将基于如下3项原则寻求与欧盟就
金融服务业便利化安排达成协议。一是
共同建立管理英欧跨境活动的监管标
准，确保相关标准基于现实需要、系统
化、透明化，同时符合国际惯例；二是英
欧合作安排必须对等、可靠，以金融稳定
为核心关注；三是相关安排必须长期

有效。
分析认为，哈蒙德提出的这一新路径

不仅是国内政治对抗和经济利益的需要，
更是欧盟坚持团结一致、强硬态度的结
果。随着脱欧谈判开始，哈蒙德等英国内
阁成员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英欧之间关于
脱欧事务的不对称性。虽然脱欧是英国当
前最为核心的要务，但对于欧盟而言，这仅
仅是一系列挑战中的一个而已。英国要想
获得最佳结果，必须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

这一路径也赢得了英国商业部门的支
持和肯定。英国工业联合会副总裁约什·
哈迪表示，英国企业界欢迎财政大臣最新
提出的关于确保脱欧路径稳定的承诺。企
业界当前尤其高度关注过渡期安排，希望
能够通过这一安排确保短期内跨境贸易模
式不受冲击，同时也期待政府能够更进一
步阐明过渡期安排内容以及如何达成。

尽管此前移民问题是造成英国民众要
求脱欧的核心原因，但是哈蒙德在移民问
题上的软性态度还是获得了企业界的欢
迎。哈迪表示，脱欧之后英国将在全球范
围内拓展新的贸易联系，提升贸易竞争力
成为近期英国企业的重要任务。其中，确
保英国企业能够从欧洲等地区招聘所需人
才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十分重要。因此，
企业界对于财政大臣的移民政策表态高度
肯定。

摒弃“理想主义” 确保经济利益

英国新脱欧政策更为务实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新华社伦敦 7 月 15 日电 国际信用
评级机构惠誉日前发布公告，给予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AA的最高信
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这是亚投行在获得穆迪最高信用评
级半个月后，再获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
的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

惠誉在公告中说，本次评级基于亚投
行现有和预期的固有优势，亚投行拥有一
个可观的资本基础，这将帮助借贷活动按
预期迅速扩张。一系列政策和高质量的

管理也将会降低风险。
亚投行司库瑟伦·埃尔贝克在接受美

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此评论说：“这
一评级对我们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至
关重要。它把我们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放在同一水平上。”

亚投行总资本金为 1000 亿美元，包
括 200 亿美元实缴资本和 800 亿美元待
缴资本。2016 年 1 月正式开业以来，亚投
行成员数量不断增加，已批准16个基础设
施投资项目，总投资额将近25亿美元。

亚投行再获最高信用评级

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瓦利尼电 （记
者梁辉 郑世波） 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承建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
速铁路瓦利尼隧道工程的开工仪式 15 日
在西爪哇省瓦利尼举行，印尼国有企业部
长丽妮·苏马尔诺出席。

瓦利尼隧道位于雅万高铁设计线路
的95公里至96公里段，全长608米，是单

洞双线隧道，预计在一年内修建完成。
苏马尔诺在开工仪式现场对中国工

程承包企业在雅万高铁建设中的努力表
示感谢，并对中国队伍的专业水平表示肯
定。她表示，印尼国有企业部将全力支持
和配合项目建设，为项目推进提供各种便
利，确保项目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

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经理部总经

理张伟说，瓦利尼隧道的各种开工条件优
先具备，虽然不是整个雅万高铁项目中最
长的隧道，但是该隧道的开工将会起到示
范作用，给项目其他地区的隧道施工提供
经验。

雅万高铁工程全长 142 公里，连接印
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最高设
计时速350公里，计划3年建成通车。

雅万高铁瓦利尼隧道工程开工

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钱铮） 日本政府 14 日就
日 前 与 欧 盟 达 成 框 架 协 议 的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EPA），确定了国内综合对策的基本方针。基本方针
明确，要支持农林水产业等，以减轻市场开放对这些
产业造成的冲击。

基本方针指出，EPA 将成为日欧关系的重要基
础，也将进一步强化彼此间的战略关系。方针同时要
求采取万全对策，强化日本农林水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

具体方针包括，提高奶酪等乳制品的竞争力，推
进品牌化；提高日本产木材制品的竞争力；改善畜产
品和加工食品的出口条件等。

据悉，日本政府还将于今年秋季出台综合EPA对策。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非洲开发银
行副行长塞勒斯汀·孟加日前在北大博雅
举办的“下一站非洲：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挑
战与机遇”讲坛上说：“许多中国人都以自
己的祖国为傲，因为地大物博，其实很多非
洲人也有这种心态。非洲不是一个单个的
整体，是一个庞大的大洲。”

孟加分析认为，非洲经济效率在过去
几年里一直稳定增长，虽然近期大宗商品
价格下跌给非洲带来了一些挑战，但回顾
过去15年的整体状况，非洲经济整体增速
是很快的，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非洲的
人均 GDP 也在不断增长，过去 10 年从人
均300美元增长到了约2000美元。

孟加表示，人们应该对非洲的未来感
到乐观，因为非洲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大
陆，有 50 多个国家，机会更多。目前，非
洲国家还存在非常明显的基础设施不足
问题。孟加说：“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
说，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不断升级
基础设施，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
的保障。”

孟加认为，非洲发展战略应聚焦重点
领域，如能源电力供应、农业转型、工业化、
区域生产多样化、教育等。“在经济发展方
面，非洲还是一个体量比较小的市场，缺乏
资本，所以一定要在供给方面有所作为，扩
大和提倡规模效应。例如，在非洲国家的
边界修建铁路，形成铁路网，连接各个国家
的首都和不同城市，发挥铁路网对经济发
展的带动作用。”孟加说。

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认为

非洲发展潜力巨大

日本确定日欧EPA对策基本方针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国际电信联盟日前
发表《快速进展：利用技术实现全球目标》报告，介绍了
联合国机构如何采用和调整通信技术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其影响力，并帮助有需要的社区和人民。报告肯定
了各方一道努力将电信网络和信通技术扩展到了偏远
地区，培训从业人员数字技能，让学校、医院、诊所和整
个城市变得更加智能、节能、安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前言中表示，赞成
利用通信技术加速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古特雷
斯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革命的影响和意义越来
越明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认识到全球联通可
以为人类进步带来的巨大潜力。

这份报告是由国际电信联盟在 7 月 10 日至 19 日
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推
出的。报告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现已成为当今经济
的支柱，联合国也越来越多地使用通信技术以快速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 多位联合国机构负责人在报
告中分享了关于“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的观点。报告主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重点阐述：确保人人都享有互
联网服务；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在农业、生物等领域实现
创新和变革；以人为本，在危机时期对需要的群体提供
支持；对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差距保持警惕
以及创建新的创新伙伴关系等。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表示，作为联合国通信技
术专门机构，国际电联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九个方
面发挥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致力于联通全球39亿尚
未获得互联网服务的群体。该组织将与联合国其他机
构合作，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实现全球目标，推动所有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际电信联盟发表报告认为

利用通信技术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悉 尼 引 入 首 批 共 享 单 车
据新华社悉尼电 （刘世隆） 澳大利亚悉尼市主

要城区 13 日出现首批共享单车。这些共享单车可通
过特定软件进行解锁、使用和付费。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4日报道，提供这项服务的
公司名为“准备启程”，本次投放的共享单车共计 160
辆，每辆车都配备一个头盔，租用价格为每半小时1.99
澳元（约合 10 元人民币）。该公司将继续投放共享单
车，预计半年内投放量将增至6000辆。

该公司创办人唐纳德·唐是一名华裔，此前从事贷
款咨询工作。“当我要去一些公共交通无法到达的地方
见客户时，我不得不走很长的路。我当时想，如果能有
辆自行车就好了。”

今年6月，新加坡公司“oBike”在墨尔本投放了数
百辆共享单车，与墨尔本市政府提供的“小蓝车”展开
竞争。这是澳大利亚出现的第一家共享单车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