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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签署法案，
将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和政府开支法案
延长至今年12月8日，同时批准约153亿
美元的“哈维”飓风救灾计划。此前美国国
会参众两院已通过该“捆绑”法案，因此美
国政府将拥有足够资金来正常运转到今年
12月8日，暂缓关门危机。

在接连不断的飓风袭击之下，美国国
会仅用3天时间就迅速批准了救灾计划。
然而，从投票结果来看，为表达对提高债务
上限这一跨党派协议的不满，美国一些共
和党议员选择反对包含救灾计划在内的新
法案。

美国国会参议院9月7日对飓风救灾
计划和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捆绑”法案投
票，共和党参议员投下了17张反对票。反
对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虽然大多表达了对
“哈维”飓风救灾计划的支持，但是他们反

对在缺乏预算削减和任何改革的前提下将
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时间仅仅延长3
个月。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9月8日对“捆绑”
法案投票，全部90张反对票都来自共和
党，甚至有4张来自灾区得克萨斯州，法案
最终以316票赞成、90票反对在美国国会
众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
安曾表示，民主党将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
限的时间仅仅延长3个月的提议是“非常
愚蠢和可耻”的想法，是在“拿债务上限玩
弄政治”。

这项法案的通过，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

3个月内避免了债务违约及政府关门风
险，得以优先应对强飓风灾情，集中精力
推动税改。但在今年年底前，美国国会还
需再次批准提高债务上限以免政府违约、
发生关门危机，进而重创金融市场。

美国国会共和党领导层原本希望能
通过6个月甚至18个月的债务上限上
调方案，以避免一再为此向民主党妥协
甚至影响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选
情。此外，延长政府开支法案也仅有3
个月效力，这将使民主党在2018财年预
算谈判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但是，特朗普9月 6日不顾共和党

人反对，直接与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达成
协议。9月8日，他还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批
评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花了７年时间试图废
除奥巴马医改，但至今却“什么也没发生”，
同时指责美国参议院冗长议事规则使共和
党不能通过重大立法。特朗普还催促美国
国会共和党人尽快启动税改立法程序，而
不是等到9月底。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迅速对美国国会
民主党领袖屈服是因为他想争取时间尽快
推动他所关注的其他议题，诸如减税、建边
境墙以及增加基础设施开支等。因为这些
议题是构成他“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

根据特朗普9月8日签署的法案，美
国联邦政府除为“哈维”飓风灾区提供79
亿美元救灾资金外，鉴于“艾尔玛”飓风来
袭，还将另提供74亿美元救灾资金用于
2017年美国受灾最严重地区。据美国国
会预算局估计，其中57%的救灾资金（约
87亿美元）将在2020年或更晚些时候投
入使用。

为争取时间推动其他议题，特朗普签署提高债务上限法案——

美国政府暂缓“关门”危机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高伟东

9月 14日至15日，博鳌亚洲论坛和
法国展望与革新基金会将在法国巴黎共同
举办主题为“‘一带一路’：亚欧战略对
接”的专题会议。来自中国、美国、俄罗
斯、法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
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位代表将围绕
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金融与创新等话
题，共谋亚欧国家如何共建“一带一
路”。《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博鳌亚
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周文重指出，亚欧之间自古以来相互
交流与合作就十分密切，目前亚洲与欧洲
贸易总量约占全球的70%，经济总量超
过全球50%。“一带一路”倡议，在地域
上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通
过与相关各国经济战略相互对接，实现合
作共赢。4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引
领下，亚欧两个大陆间的互联互通越来越
深入。目前，在新欧亚大铁路上，中欧班
列正乘着贸易便利化的东风，飞驰于中欧
两端，为相关各国带去了优质商品，大大
促进了亚欧经济贸易发展。

周文重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始终
以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
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为目标，基础设施
建设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基础设施不

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也是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建设高标准自由贸
易网络的重要依托。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影响力不断深入，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日益加强。与亚洲经济的活力和潜力相
比，亚洲基础设施状况依然十分薄弱。推
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跨境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长
期以来，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设想很
多、也有规划，但行动少、见效慢。中国
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是亚洲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的重要机遇。“一带一路”以基础设
施先行，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
路基金等创新机制，解决困扰亚洲各国的
基础设施资金难题。“一带一路”的基础设
施互联方案，有规划、有资金，重视相关
国家的舒适度，共商、共建、共享。

周文重表示，作为“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亚欧合作
的集中领域之一。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快
速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形成投
资需求洼地，欧洲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经

验，双方可优势互补。目前，法国勒
阿弗尔港码头、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塞尔维亚E763高
速公路项目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相继启动或投入运营，新亚欧大陆桥
经济走廊向前推进。得益于“一带一
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
建设有望大幅加速。通过深挖亚欧大
陆的巨大发展潜力，“一带一路”建设
必将为亚欧合作开辟广阔的前景。未
来，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亚
欧各国除通过务实合作、助推经济增
长外，还将在旅游、文化、知识交流
和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加深协作，共
享责任与利益。

“道路通，百业兴。”据预测，到
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需
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周文重指出，
基础设施建设给相关国家带来了交通运
输、商贸物流、人员就业等方面的提
升。基础设施建设正成为一张闪亮的中
国名片，“中国建造”也越来越超出其

本来意义，“中国梦”与“世界梦”将相
互联通。中国始终为推动命运共同体，为
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而努力。

周文重指出，目前部分西方舆论和公
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似乎还缺乏
了解甚至存在偏见。究其原因，可能还是
对“一带一路”倡议不够了解。此次博鳌
论坛在巴黎举办“一带一路”会议，直接
与来自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面
对面地对话，有助于增信释疑。“一带一
路”倡议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共”
字，即共商、共建、共享，最终目标是共
同发展。欧洲位于“一带一路”的西端，
欧洲的参与，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这个公共产品的最终
建成，应该有欧洲的一半。

谈到博鳌论坛在推动亚洲地区经济与
社会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方面作出的贡
献，周文重指出，产生思想、推进政策行
动，是论坛的独特价值所在。博鳌亚洲论
坛创建以来，见证和推动了亚洲经济一体
化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和人
文交流等方面的进展。作为亚洲政商学媒
各界对话和思想交流的平台，论坛的主要
作用就是凝聚智慧、形成共识、推进政策
和行动。16年来，亚洲区域合作的许多
设想，或由论坛率先提出，或经过论坛年
会和各种对话深入探讨，细化为既具前瞻
性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为决策层
所采纳。

“一带一路”为亚欧合作开辟广阔前景
——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本报记者 徐惠喜

中孟签署网络建设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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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金砖国家研讨会举行

多国政商人士点赞“厦门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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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中国驻比利时
使馆近日在布鲁塞尔埃格蒙宫举办了主题为“金砖国
家在世界上的角色”研讨会，巴西、俄罗斯、南非与印度
驻比使节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比利时、欧盟政商界人士
2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在致辞中说，面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挑战，金砖国家在过去10年间经济总量增
长了179%，占全球经济份额由12%增长至23%，贸易
总额增长了94%，城镇化人口增长了28%，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这充分说明金砖国家
以高增长，稳协作的方式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巨
大贡献。曲星表示，“金砖精神”是金砖国家合作的
基石。金砖各国本着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以结果导
向创新的合作方式结出了丰硕合作成果，未来金砖
国家合作潜力与空间依然巨大，相信金砖合作将迎
来更加光明的下一个十年。

巴西驻比利时大使格雷罗“点赞”金砖国家为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多极世界作出的贡献。俄罗斯驻
比利时大使托克维宁表示，希望金砖国家继续秉持开
放、包容、相互理解的原则，为打造一个创新实体共同
努力。南非驻比利时大使桑曲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将对促进非洲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巴西驻比利
时大使格雷罗表示，金砖国家的出现是当前国际现状
的反映，我们将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建立多极
世界作出贡献。印度驻比利时候任大使库马尔称，《厦
门宣言》不仅反映了对相关国家人民福祉的承诺，亦传
达了金砖集团将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声音。

比利时外交部双边事务总司司长安尼克·卡尔斯
特对厦门会晤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认为此次峰会的成
果有利于塑造新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并高度赞扬
了富有创造力的“金砖+”合作模式，她希望欧盟能够
在不久的将来受邀参加金砖峰会。欧盟智库“欧洲之
友”地缘政治研究部主任莎达·伊斯拉姆认为，金砖国
家的合作理念得到了欧洲认同，未来欧盟将在应对气
候变化、反恐、反金融犯罪、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寻求
与金砖国家开展更为务实且广泛的合作。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称

全球谷物丰收将推高粮食库存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发布的最新一期《谷物供求简报》，2018年全球谷物
期末库存量预计将达到创纪录水平。粮农组织也将全
球谷物产量预测数上调至26.11亿吨，创历史新高。

粮农组织表示，全球小麦和粗粮价格下挫导致本
年度8月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下调了1.3％，主要
原因是谷物丰收前景推高了对粮食库存增长的预期。

粮农组织指出，由于俄罗斯谷物生产前景好转，以
及2017年全球稻米产量预计将创历史新高，粮农组织
食品价格指数在连续3个月上涨之后，于8月份出现小
幅下滑。但这一跟踪国际市场五大食品类商品价格的
贸易加权指数仍保持在高于上一年度数值6％的水平。

这份《谷物供求简报》说，与全球谷物情况一样，粮
农组织肉类价格指数本月下挫1.2%，糖价指数降幅为
1.7%，主要原因是巴西、泰国和印度等生产国的甘蔗
收成前景良好。

与此同时，由于棕榈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向日
葵油的报价提高，粮农组织植物油价格指数上调
2.5％。此外，受欧洲和北美地区乳脂需求增加，粮农
组织乳品价格指数较7月份上调了1.4％。

粮农组织的最新预测称，全球粮食利用量，特别是
小麦和稻米的利用量将增加，动物饲料的粗粮利用量
预计将达到历史新高。即使如此，世界谷物库存预计
仍将达到7.19亿吨的创纪录水平，较本季度初已经处
在高位的库存量增长2%。预计俄罗斯联邦小麦库存
量和巴西玉米库存量将大幅增加。

粮农组织表示，世界谷物贸易量预计将增加
2％以上，达到 4.03 亿吨，创下新的纪录。鉴于中
国、巴西、欧盟、伊朗和墨西哥的进口需求更加旺
盛，粮农组织的最新预测数据较先前预期增加了
800万吨。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内阁府近日
修订了之前发布的二季度GDP增长值，从原来的环比
增长1.0%下调至0.6%，折合年增长率从4.0%下调至
2.5%。这是2010年开始实行这一统计方法以来最大
的修订值。

之前的速报显示，设备投资环比增加2.4%，成为
拉动日本GDP的最大因素，但后期核定发现设备投资
增长率仅为0.5%，成为影响订正结果的主因。据报
道，日本内阁府在8月份统计节点时，一些法人企业尚
未发布财务报告，因此政府统计部门根据上游零部件
厂商出库数据预估了相关企业的设备投资额。实际上
很多法人企业9月1日才公布二季度财务报表。

日本统计习惯上有速报值与修订值两种，此次修
订是现行统计方法中误差最大的一次。从修订后的各
领域统计数字看，个人消费增长从0.9%降至0.8%，住
宅投资从 1.5%降至 1.3%，公共投资从 5.1%上调至
6.0%。

针对这一修订，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称，日
本靠内需主导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形势未发生变化。
不过，日本政府开始着手修改经济统计方法，并争取尽
早掌握法人企业的经济数据。

今年上半年安倍政府因修改宪法等主张导致其
国民支持率一路下滑，8月初安倍改组内阁后提出
“经济最优先”方针，不久后发布的二季度GDP确实
令很多经济专家感到意外。一些专家指出，在日本
继续增加消费税、担心养老金下调的情况下，消费动
力明显不足。

消费动力明显不足

日本二季度GDP增长值下调

据新华社达卡9月11日电 中国
和孟加拉国两国政府代表10日在孟加
拉国首都达卡签署框架协议，中方将为
孟方提供优惠贷款，用于建设孟加拉国
网络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协议，贷款将用于支持孟加拉
国政府基础网络三期项目和通信网络现
代化项目的建设。

据中国驻孟使馆经商处介绍，基础
网络三期项目是对现有信息与通信技术
基础网络的扩容和延伸，目的是提升该
国市、县、乡三级行政区域的网络带宽。
该项目是“数字孟加拉”战略的基础设施
载体，将直接带动孟通信、信息科技、政
务及教育等领域的发展，促进孟社会经
济发展。同时，该项目将助益提高中孟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
欧洲央行日前发布9月份利率决议通
报，通报显示欧洲央行将维持600亿欧
元的月度购债计划不变，同时三大利率
亦将维持不变。

此次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仍保持了
谨慎基调。通报内容显示，欧洲央行计
划在“必要时”维持QE计划至今年12月
份以后，期间若欧元区金融状况或通胀
水平不符合预期，QE规模与持续时间
仍有提高空间。根据决议内容，欧洲央
行此次维持主要再融资利率在 0%不
变，维持隔夜贷款利率在0.25%不变，维
持隔夜存款利率在-0.4%不变。

较之欧洲央行在今年7月份发布的
利率决议，此次通报内容基本无变化，欧
洲市场对此反应有限。

欧洲央行维持购债计划不变

9月9日，外国客人在

推介会上观看手工船舶模

型。当日，第五届中捷友

谊农场对外合作推介会在

河北沧州渤海新区中捷产

业园举行。推介会通过举

办投资洽谈、贸易展览等

活动，积极打造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全面合作的平

台，共有来自捷克、斯洛伐

克、匈牙利、波兰等20个

国家的40余位大使及使

节与会。推介会共签约项

目15个，预计投资总额约

170亿元。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本报鄂尔多斯9月11日电 记者黄
俊毅 陈力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在过去一周的缔约方大会
上，中国代表团与各国代表共同努力，围
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制定《公约》新战略框架，进行了多方对话
和协商，在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科学技
术支持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中国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普
拉蒂普·蒙加先生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
记者提问。刘东生说，截至目前，《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科
学技术委员会已圆满完成了对科学和政
策联系平台各项工作的审议，达成了关于
促进知识和信息交流共享等6项决议草
案，提交大会审议；履约审查委员在推动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家行动
方案实施、商讨全球环境基金谅解备忘录
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正在推进新战略
框架谈判。中国作为东道国积极推动了高
级别会议成果《鄂尔多斯宣言》的协商，以
体现大会共识，推动新战略框架实施。

据悉，高级别会议还将以“土地退化、
干旱和沙尘暴、土地退化零增长”为主题

进行三场部长级专题圆桌会议，围绕“性
别与土地权、私营部门加强投资、地方政
府应对挑战”开展三场互动对话。

当日，联合国环境署在《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了
《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这是全球
首部由联合国发布的生态财富报告。报告
评估，库布其沙漠共计修复绿化沙漠969万
亩，固碳1540万吨，涵养水源243.76亿立
方米，释放氧气1830万吨，生物多样性保护
产生价值3.49亿元，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
亿元人民币，带动当地民众脱贫超过10万
人，提供就业机会100多万人（次）。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进展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全球首部沙漠生态财富报告

中捷友谊农场举行
对外合作推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