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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外界所料，欧洲央行一如既往

地延续了政策谨慎姿态。日前，欧洲央

行公布的利率决议显示，额度为600亿欧

元的月度购债计划将维持不变，同时三

大利率亦将保持此前水平。由于此次利

率决议的内容较今年7月份的版本几无

变化，欧洲市场对此反应有限。不过，综

合多方面观察，欧洲央行内部已经开始

考虑缩减量宽刺激规模，“后量宽时代”

正逐渐浮出水面。

通过解读欧洲央行会议公报，今年12

月份前后或许将是欧洲央行购债计划的

“拐点期”。欧洲央行高层官员表述的具体

内容也显得耐人寻味：欧洲央行行长德拉

吉一方面称“将在必要时维持量宽计划至

今年12月份之后，期间若欧元区金融状况

或通胀水平不符合预期，量宽规模则仍有

提高空间”。另一方面，德拉吉亦坦言，欧

洲央行正对量宽实施前景开展“多种可能

性的讨论”。德拉吉暗示，欧洲央行最快或

将于10月份的会议上对量宽计划的未来

“拍板”，具体政策变动有待于今年12月份

以后亮相。

据欧洲当地媒体披露，欧洲央行执委

会内部正在围绕四种不同的削减购债计划

展开讨论，包括将月度资产购买规模缩减

至当前水平的30%至60%，期限延长至明

年年中或下半年。此外，欧洲央行的加息

计划亦将与资产购买挂钩，即直到完全退

出量宽后，再首次加息。

目前，欧洲央行可谓多方承压。一方

面，连续施行的货币宽松政策不仅使其资

产负债规模超过了美联储，还提高了可

购买债券稀缺的风险。当前，德国等国

的购债规模已经接近限额，量宽计划从

技术层面上已经面临无债可购的尴尬局

面。另一方面，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面

临的政治风险明显下降，尤其是葡萄牙、

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经济已经出现加速复

苏迹象，量宽计划为欧元区“保驾护航”

的历史使命似乎不再明显。

不过，低通胀仍然是欧洲央行当前

决策迟疑的关键原因之一。截至目前，

欧元区经济复苏态势虽有缓慢走强之

势，但平均通胀水平仍未达到欧洲央行

此前设定的目标，即略接近2%。近期，

欧元对国际主要货币汇率连续走高，不仅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欧元区的通胀增长幅

度，还可能拖累欧元区出口，并影响经济复

苏。

让欧洲央行投鼠忌器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则是欧元区的团结问题。2015年欧

洲央行“力排众议”推出了量宽计划之

后，招致了多个欧元区国家的猛烈抨击，

至今德国、荷兰等欧元区“优等生”就此

问题仍“喋喋不休”。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近期德国大选临近，致力于打造

一个团结欧洲的默克尔政府并未就欧洲

央行本次决议发表过于激进的言论，德

国央行行长魏德曼不仅闭口不提量宽对

德国经济的泡沫效应，甚至劝德拉吉“观

望后行事”，在仔细评估未来通胀路径后

再作决定。

根据市场预期，欧洲央行或将于下

一次政策会议，即今年10月26日宣布阶

段性退出量宽计划。因此，德拉吉等欧

洲央行高层或将继续维持谨慎、妥协的

工作基调。

欧洲央行缩减量宽计划浮出水面
陈 博

近来，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信心持
续改善，在不断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的
同时，越来越多地认可中国经济气质正越
来越好。

日前，荷兰银行发布最新中国经济
评估报告，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报
告认为，二季度中国经济数据保持6.9%
的增速超出多数分析师的预测。鉴于当
前的增势，中国经济未来若干季度内不
会出现增速大幅下滑的情况。尽管当前
中国政府采取了适当收紧的货币政策以
控制金融市场风险，但是未来市场流动
性会保持相对稳定，并不会对实体经济
造成过多冲击。预计未来中国经济走势
在年内还将以稳定为主。基于此，荷兰
银行将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从6.5%上调
至6.8%，同时预计2018年经济增速也将
维持在6.5%左右。

国际经济分析机构福克斯经济研究公
司在对全球47家知名金融机构有关中国
经济预测综合分析后认为，当前市场主流
机构对于中国经济前景预期均发生了明显
改善，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态势将进一步
延伸至下半年。尽管中国经济在下半年面
临全球需求下滑等不利因素的挑战，但各
方认为中国今年仍然能够实现6.5%的经

济增速，福克斯经济研究公司也将2017
年中国经济增速上调至6.7%。

在总体增速之外，中国经济结构的转
变也赢得了各方的肯定。荷兰银行认为，
从近期数据来看，在需求层面，国内消费
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投资和出口
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明显。在
供给层面，工业和农业部门的产出增速超
预期，但服务业仍然是增长最快的部门。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高科技和战略新兴产
业部门的表现尤为强势，凸显了中国经济
转型成果。

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增长一直是各方评
估中国经济健康度的关键。渣打银行最新
研究表明，当前中国中小企业信心进一步
提升。基于渣打银行对全国超过500家的
中小企业调研显示，8月份中小企业就
业、融资和利润空间持续改善。受未来销
售和生产改善影响，中小企业对未来3个
月的信心也进一步提升。同时，实体经济
之外的金融市场企稳也大幅降低了海外投

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担忧和紧张情绪。日
前，路透社公布调查显示，市场对人民
币汇率的预期已经较2015年、2016年
发生了明显改善。

路透社对13位分析师、交易员和
基金经理访问结果显示，受累于美国与
朝鲜紧张关系升级，特朗普推行其经济
改革计划的能力令人担忧，加上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政策影响，美元指数今年
以来已下跌约8.9%。各方认为美元存
在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投资者增持亚洲
货币。其中，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
内已经升值超过4%，且各方预计美元
还将在未来数月内持续走软，当前看多
人民币的持仓规模维持3年来的高位。

渣打银行的中小企业调研结果也展
示了国内企业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改
善。调研显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的升值进一步提振了市场对人民币的预
期，半数受调研企业仍然对人民币汇率
持稳定预期。认为人民币会进一步贬值

的企业比例只有17%，相比于7月份进一
步下降。

福克斯经济研究公司数据显示，通过
对比90天、60天和30天前全球47家投
资机构对2017年底和2018年底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预测发现，当前主流市场在过去
90天中不断上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荷兰银行研究报告认为，在过去数
年中，市场多次对中国外汇储备和跨境
资本流动出现担忧情绪。但是，当前这
一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资本跨境流动
态势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外汇储备连
续6个月增长。

出现这一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的变化。在此前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过程中，中国国
内机构调整外债比例的进程已经基本完
成。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走高。
债券通以及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
数等事件都极大改变了资金跨境流动的
动力模式。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
国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规模都将保持
相对稳定的态势。

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债务风险的
担忧，荷兰银行认为，虽然当前市场仍然
担心中国债务比例上升，但是中国总体债
务中外债规模比例极低，多为国内债务。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打击市场投
机、强化监管。这一模式在抵御金融风险
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结构转型成果凸显 前景预期明显好转

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信心持续增强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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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届的日本和牛评选大会日前在日本宫城县

举行，从日本39个道府县遴选的513头和牛参加全国

评比。会场分为种牛、母牛、肉牛部，将按不同月龄评

选出“日本第一牛”。 本报记者 苏海河摄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意大利今夏游客数量创新高

综合多方面观察，欧洲央行内部已经开始考虑缩减量宽刺激规模，

“后量宽时代”正逐渐浮出水面。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暗示，欧洲央行

最快或将于10月份的会议上对量宽计划的未来“拍板”，具体政策变动

有待于今年12月份以后亮相。

当前，市场主流机构对于中国经济前景预期均发生了明显改善，

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态势将进一步延伸至下半年。尽管中国经济在

下半年面临全球需求下滑等不利因素的挑战，但各方认为中国今年

仍然能够实现6.5%的经济增速。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刘结一向媒体表示，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
在“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议题下通过
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要求“各方本着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
国作用”，同时重申“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续
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刘结一说，联合国是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是加强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合国大
会是最具普遍性的联合国宪章机构。当前，全球治理
体制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
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
响力不断增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经济
治理已是大势所趋。

刘结一说，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
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第71届联大通过决
议，首次纳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这表
明上述理念以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
泛支持。中方将与国际社会各成员共同努力，推动全
球经济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现
双赢、多赢、共赢，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创造
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国驻欧盟使团举行开放日
近日,中国驻欧盟使团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开放日活动。今年的开放日主题为

“砥砺奋进的五年”，诸多来宾被别开生面的展览所吸引，同时对中国的发展理念与

成就赞不绝口。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摄

2017年东盟女性商务大会发出呼吁

鼓励更多女性投入经济活动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作为东盟成立五

十周年纪念活动一大亮点的2017年东盟女性商务大
会日前在马尼拉落幕。本次大会旨在构建一个更为包
容、更为有力的女性社会群体，提出性别平等和经济增
长均为东盟一体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呼吁更多女
性投身于经济活动、公平就业、包容发展的政策制定和
执行之中，鼓励女性应努力成为商界领袖并积极营造
有利于女性经商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系统，为各成员国
促进女性获得更多经济权利指明了新方向。

东盟负责社会和文化事务的副秘书长翁贴在会上
指出，东盟一直是以政治承诺和行动来保障女性权益
的前沿阵地，性别平等是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支柱之一，
女性企业家、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应结成战略伙伴来
强化这一支柱。与会者普遍认为，发挥私营部门在消
除性别歧视和女性发展障碍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保障
女性发展权的主要努力方向。

东盟秘书处发布的《东盟经济共同体性别影响报告》
称，东盟经济共同体要实现贸易扩大和经济融合的最大
效益，各类经济活动中就必须消除性别歧视。麦肯锡全
球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如果2025年前在就业领域能消
除性别歧视，全球经济产值将增加28万亿美元。

为此，东盟成员国前不久在柬埔寨金边发起了
“10+3青年企业家活动”，今年的主题就是“强化女性
企业家在东亚经济共同体中的角色”，旨在通过拓展东
盟及其伙伴国女性营商关系网，加速相关中小企业、进
出口和创新经济领域的发展，积极探索出一条东亚女
性服务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之路。

据新华社日内瓦9月11日电 瑞士
大苏黎世地区经济促进署亚太地区负责
人卢卡斯·胡博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资本不仅为瑞士年轻科研人员提
供经济支持，而且正助力瑞士的专业技术
走向国际市场。

胡博以中国华为公司举例说，今年
初，华为公司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签署
合作协议，通过该大学基金会下的“先锋
学者计划”向年轻科研人员提供支持，帮

助他们将研究成果进行商业转化。
据介绍，“先锋学者计划”每年挑选一

批有潜力的科研人员，除了为他们提供最
高可达15万瑞郎（约合15.7万美元）的创业
种子资金外，还为他们提供创业辅导，帮助
制定合理商业规划，以尽快实现科研技术
的商业转化。胡博认为，“与中国企业建立
联系，将帮助这些初创企业在中国找到潜
在合作伙伴，从而更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

洛伦茨·迈尔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

一名“先锋学者”，正与中国资本密切合作。
迈尔研发的一款自动驾驶开源软件PX4在
无人机领域被广泛应用。作为一家自行研
发生产电动航空器的中国企业，昊翔集团向
瑞士科研人员抛出了橄榄枝。今年2月，昊
翔在苏黎世设立了研发中心，吸纳近10名苏
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学生开展无人机相关软
件的研发工作，迈尔也成为昊翔的技术研发
顾问。“是中国资本在帮助瑞士的技术和初
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迈尔说。

瑞士专家表示

中国资本助力瑞士科技走向国际市场
土耳其经济二季度复苏加快
据新华社安卡拉9月11日电 土

耳其统计局1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受投资和出口增长等因素带动，土耳其
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今年第二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1％。

数据显示，二季度土耳其工业和建
筑业产值同比分别增长6.3％和6.8％；
服务业和农业产值分别增长 5.7％和
4.7％；出口和固定投资分别增长10.5％
和9.5％。

土耳其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穆罕
默德·希姆谢克认为，欧洲国家外贸需求
保持较强势头以及土旅游业复苏加快，
这些因素推动二季度出口较快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今年4月份修宪公
投后，土耳其国内政局不确定性逐步消
除。此外，随着安全形势渐趋稳定，外资
对土市场的投资信心在不断增强。

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日
前对媒体表示，政府设定今年全年GDP
增长目标为4.4％，预计实际增长有望超
越这一目标，达到5％左右。

比亚迪获美国千万美元订单
据新华社洛杉矶9月11日电 中

国比亚迪公司11日在美国国际太阳能
展上宣布，获得美国千万美元太阳能组
件订单。

比亚迪表示，此次中标170兆瓦太阳
能组件采购项目，将全部供给美国Nex-
tEra能源公司，用于美国境内多处太阳能
电站的建设。据介绍，比亚迪太阳能组件
在美国新能源市场累计出货近1吉瓦，占
据调频储能市场约50％的份额。

一年一度的美国国际太阳能展10
日至13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该展会
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太阳能行业展会，吸
引了全球众多行业顶尖企业参加。

据新华社罗马9月11日电 据意大利媒体11日
报道，今年夏季意大利国内外游客总数达到4830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创历史新高。

根据意大利酒店业协会和文化部公布的数据，今
年夏天，预订民宿的游客超过 300万，同比增长约
20％；前往海边度假的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6％；博
物馆等文化场所的游客数量同比增加12.5％。此外，
今年夏季在本国度假的意大利人达到3400万人次，同
比增长3.2％。

2017年被称为意大利旅游业的“乡村年”。迄今
乡村游的人数比上年增长约74％。

中国高校在越开设MBA合作项目
本报河内电 记者崔玮祎报道：浙江工业大学和

越南河内经营与技术大学日前在河内联合举办MBA
和“3+1”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旨在促进两国工商界相
互了解合作，加强双方在经济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互
学互鉴，进一步推动中越经济交流与合作。

据介绍，项目计划在今年12月份招收首批学生，
主要面向在越中资企业或其他外籍企业有中文学习背
景的高级管理人员，计划招生60人。

越南教育培训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范志强对越中
两所高校开展MBA合作办学模式表示欢迎，希望双
方有更多的高等院校能够参与其中，进一步促进越中
之间的人员交流和教育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