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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年来持续实现中高速稳定
增长态势，一方面对全球经济走出低谷，企
稳复苏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带动效应，另一
方面亦使国际市场服下了“定心丸”，稳固
了市场信心。尽管欧洲仍在加深对华了解
的道路上，但从当地商界到决策圈的主流
意见均认为，中国有能力继续为全球经济
增长发挥引擎作用。

荷比卢工商协会成员扬森·范滕博格
认为，中国市场依然具备巨大的发展潜
力。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其活
跃度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近年来，中国正
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从长远看，欧洲
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互补性依然大于竞争
性。正如《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文件
中所指出的，双方未来除了能够继续在传
统制造业领域寻求契合点外，在新能源、环
保、高科技农业等新兴领域亦存在广阔的

合作空间。在欧洲很多企业家眼中，中国
市场的发展走向无疑是未来海外投资的重
要“风向标”。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认可同样促使
着欧洲央行决策层“向东看”。此前，欧洲央
行宣布完成了规模相当于5亿欧元的外汇
储备投资计划。人民币不仅在史上第一次
纳入了其外汇储备，欧洲央行亦一举成为
全球范围内对人民币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央
银行。当地媒体对此评论认为，欧洲央行管
理委员会在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看好中
国未来对世界经济持续作出贡献。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曾表示，在
全球保护主义之风渐起，全球化进程遭遇

多重不确定挑战的关口，欧盟与中国均
需坚定信心，保持合作，双方应共同努力
捍卫全球经贸活动的自由化与便利化。

欧盟中国商会此前发布的《商业信
心调查 2017》年度报告显示，六成欧盟
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为首选或前三投资目
的地，另有 56%的企业表示将考虑在合
适时机追加投资额度。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步伐加快，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瞄准
欧洲市场的商机。2016年，中国投资者在
欧洲直接投资达到 350 亿欧元，同比增
长77%。从实际效果看，来自中国的投资
不仅推动了欧洲经济复苏，也让越来越

多的“中国制造”为当地百姓所知。
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了颇具保护主义

色彩的外资审查框架草案，寻求在欧盟内
部建立一个针对外国投资的审查框架机
制。欧盟委员会的这一决定立即在当地业
界引发了争议。不少意见认为，这不仅有
悖于欧盟始终追求的自由贸易精神，亦会
影响欧盟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旗
手”形象。无论是瑞典、丹麦等倡导自由贸
易的北欧国家，还是经济复苏态势将企稳
的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无不担心欧盟
的上述做法会对外国投资者释放出“错误
的信号”。

欧盟布鲁格智库高级研究员、法国外
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莉西亚·加
西亚·赫雷罗近日建议，中欧应继续推动构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完善世界经济秩序
作出应有贡献。她认为，欧洲未来应加强
对华合作，尽早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

“一带一路”建设与“容克计划”对接为契
机，深挖中欧在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等领
域的合作潜力。

中国有能力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

随着柏林航空最后一架航班10

月 27 日降落在德国柏林泰戈尔机

场，这家位列德国第二的航空公司

正式结束了 37 年的运营，从此被纳

入汉莎航空旗下。

今年以来，欧洲已有3家航空公

司宣布破产。今年 5 月份，已有 70

年历史的意大利航空宣布破产。10

月初，英国排名第五的假日航空公

司君主航空突然宣布破产。

对此，德国汉莎航空总裁施普

尔认为，德国和欧洲民航市场未来

几年将面临深度调整。过去几年，

德国民航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不少

小型航空公司未能渡过难关，纷纷

倒闭。例如，奥格斯堡航空、卷云航

空（Cirrus Airlines）等纷纷被航空

巨头吞并。目前，各航空公司纷纷

用大机型取代了小机型执飞欧洲内

部短途航线。这种策略极大地提升

了航空公司的经济效益和运输效

率，但却给小型航空公司带来了极

大的竞争压力。

随着柏林航空的破产，欧洲民

航市场已经形成了“三分天下”的

市场格局。2004年，法国航空和荷

兰航空合并，成立了法航-荷航集

团，2011年英国航空和西班牙国家

航 空 合 并 成 立 国 际 航 空 集 团

（IAG）。这两家新成立的航空公司

与欧洲传统民航巨头汉莎集团已在

欧洲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汉莎航空目前已经拥有奥地利航

空、瑞士航空和布鲁塞尔航空，加

上新近纳入囊中的柏林航空，成为

欧洲名副其实的民航业巨无霸。意

大利航空目前也濒临破产，汉莎集

团已打算将其加入自己的“购物

车”之中。

分析人士指出，从市场份额来

看，大型民航公司占据绝对优势。

数据显示，汉莎、法航、国际航空、易

捷航空和瑞安航空瓜分了欧洲三分

之二的市场。而类似的情况在美国

更加明显。美国四大航空公司占领

了全美五分之四的市场份额，这也

直接导致票价的相对升高。但分析

人士认为，在欧洲，大型航空公司垄

断市场的局面并不会导致机票价格

上涨。相反，从中长期看票价仍呈

下降趋势。因为在欧洲廉价航空的

竞争压力仍然存在，且短期内不会

消失。

面对这一市场形势，业内专家

认为，欧洲航空公司发展的重点是

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其中，除了竞

争中东市场外，亚洲市场，特别是中

国市场将成为欧洲航空公司的重要

增长点。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11月1日，美国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本年度第七次货币政策会
议声明对外发布。不出市场预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
议结束后，FOMC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1%至1.25%不变，这一决定得到FOMC委员全票通过。

会议声明认为，与飓风相关的干扰和重建近期将
继续影响经济活动、失业率和通胀水平，但是过去的经
验显示，飓风不太可能在中期实质性地改变国家经济
的进程。会议声明指出，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行
动已于10月份开始。

美联储认为，今年 9 月份会议以来获得的经济数
据显示，劳动力市场持续表现强劲，尽管受到飓风的干
扰，经济仍稳健成长。虽然飓风导致 9 月份就业人数
下降，但失业率进一步下滑。家庭支出以温和的速度
增长，企业的固定投资增长也在近几个季度提升。汽
油价格在飓风灾难后上涨，推高了整体通胀。不过，剔
除食品和能源的通胀依然疲软。同比来看，两个通胀
指标均有所下降，并低于2%的目标。

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势，美联储预计，随着货币政
策的逐步调整，美国经济活动将温和扩张；同时劳动力市
场环境将进一步有所加强。衡量未来12个月通胀水平的
指标预计近期一定程度上仍低于2%，但在中期内会在
2%附近稳定下来。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风险表现
得大致均衡，FOMC正密切关注通胀的未来走势。

美国媒体认为，会议声明暗示，美联储正处于今年
12月份再次加息的轨道上。会议声明公布后，芝加哥
商品交易所（CME）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走势显示，
美联储今年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超过98%。

通胀率低于2%目标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本报讯 记者李春霞报道：飞利浦照明日前宣布，
与中国电信北京公司达成战略合作。飞利浦照明将利
用其智能互联照明领域的产品、技术优势，与中国电信
新一代物联网技术以及天翼云技术服务相结合，共同
加速推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

2017 年，飞利浦照明将 CityTouch flex 智能互
联道路照明系统引入中国，可接入包括城市应急系统、
交通信号管理系统、安防监控系统、人流、车流、天气监
测等在内的各种智慧城市应用，全方位支持智慧城市
运行。飞利浦照明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王
昀表示，飞利浦照明和中国电信将陆续推广在智慧城
市领域的全新合作形式和业务模式，帮助更多中国电
信的合作伙伴通过照明系统接入智慧城市骨干网络。

飞利浦照明深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

欧洲航空业面临深度调整
谢 飞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市场依然具备巨大的发展
潜力，其活跃度令人印象深刻。从长远看，欧洲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互
补性依然大于竞争性。在全球保护主义之风渐起，全球化进程遭遇
多重不确定挑战的关口，欧盟与中国均需坚定信心，保持合作，双方
应共同努力捍卫全球经贸活动的自由化与便利化。

这是 10 月 30 日在古

巴首都哈瓦那拍摄的一辆

宇通公司旅游客运车。

中国郑州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 10 月 31 日在

古巴第 35 届哈瓦那国际

博览会上推出6款产品。

（新华社发） 本版编辑 徐 胥

中国客车亮相哈瓦那博览会中国客车亮相哈瓦那博览会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
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了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展望
报告，对西非国家经济发展前景表
示乐观，称该地区处于 20 年来最
好发展水平，私人投资火热，超过
了政府投资。以塞内加尔和科特迪
瓦为代表的法语西非国家，经济增
速有望持续保持 6%至 7%之间，这
得益于这些国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和服务业，加速实现经济结构
调整和出口商品多样化。

报告指出，预计 2017 年整个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为 2.7%，2018 年将达到 3.5%。整
体呈缓慢回升态势，高于去年的

1.4%。从 1995 年到 2015 年，非洲
地区保持了 5%以上的经济增长，
但受到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影响，一些非洲资源出口国如尼
日利亚、安哥拉等国经济受到了严
重影响，这种严峻的局势今年也难
以得到缓解。相反，像科特迪瓦、
塞内加尔、乌干达、肯尼亚、坦桑
尼亚这些依靠农业和服务业为主的
国家，经济增长势头依旧迅猛，前
景看好。

报告同时认为，西共体国家在
控制财政赤字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
力，目前该区域各国的负债率均在
可控范围，虽然出现了一些财政赤
字，但也是由于近 5 年来大力发展

基础设施的结果，这是发展经济必
要的过程。不过，这些国家仍应注
意在社会投资与支出中寻求平衡。
要在努力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注
意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同时，各国应该努力解决社会
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一问题如
果得到妥善解决，将会激发社会的
经济活力，可以额外带来至少 1%
的经济增长率。在招商引资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其
中，需要重点解决电价过贵，企业
开办手续繁琐缓慢等问题。目前，
毛里求斯等一些国家设立经济特区
的探索，是一个值得借鉴和提倡的
现成经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称

西非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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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青岛国际婚恋节于 11月 1日在山东省青岛

市市南区八大关小礼堂隆重启幕。开幕式上，国际

一线的礼服、婚纱品牌带来时尚主题大秀，更有国

内外知名的业界大咖市南论剑，为打造时尚婚恋产

业，助力时尚之城献出自己的锦囊妙计。这是青岛

市南区唱响文化自信主旋律，大力发展时尚幸福产

业，积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化旅游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创新

策划大型节会品牌的最新力作。

国际婚尚流行趋势发布会上，全球知名礼服品

牌 LA SPOSA， 以 高 贵 、 优 雅 闻 名 的 PRONO-

VIAS，打破繁复奢华的传统，突出现代、简单、尊

贵、端庄风格的 VERA WANG 等国际一线婚纱品

牌相继亮相，展示现代主题婚纱、礼服风格，引领

国际婚尚潮流。

随后的国际婚恋产业高峰论坛邀请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婚庆行业委员会总干事史康宁、三亚市婚

庆旅游行业协会会长许伟、巴厘岛家美旅游婚礼集

团执行长谢美淇围绕国际婚恋旅游目的地打造进行

主题演讲，分析国内外“婚恋+旅游”产业发展趋

势，并同青岛市婚庆礼仪行业、青岛旅游行业等行

业代表进行对话，探讨青岛“婚恋产业”发展之

路，助力“青岛旅游3.0”全新产业升级。

近年来，青岛市南区以八大关、太平角区域为核

心的市南滨海一线，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新人们前来

拍摄婚纱照，成为全国著名的婚恋旅游目的地。青岛

市南区以搭建国际婚恋节为平台，集聚一批高端文旅

产业项目，引进一批著名婚纱摄影机构，培育一批国

际化婚恋旅游品牌，积极发展国际标准的时尚幸福产

业，实现“南三亚，北青岛”的区域定位，打造国内领

先、国际知名的婚恋旅游目的地。

婚恋节为期 4 天，以“新时代、新时尚、新产

业、新生活”为主题，以“爱・初见”—“爱・相

恋”—“爱・延续”为脉络，山东省首届中式传统

婚礼大典、婚恋旅游目的地产品体验、八大关·太

平角爱情定向挑战赛、2017青岛国际婚恋节闭幕式

暨金叶珠宝发布秀等四大亮点陆续登场。青岛市南

区将以国际婚恋节为契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大力发展婚恋、旅

游、文化产业等“绿色朝阳产业”，构建以婚拍旅

游、目的地婚礼、蜜月旅行为代表的婚恋旅游产品

体系，形成在国内有影响力、有竞争优势的婚恋旅

游产业链，着力建设国际化全域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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