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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
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
纽约参加美国中国总商会 2018
年年度晚宴致辞时表示，明年是
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双方应以
过去40年的发展为基础，始终坚
持正确方向，构建更加牢固的双
边关系，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崔天凯指出，回顾过去一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总
体保持稳定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说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进一
步增多，从而推动中美关系在正
确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也
证明，中美两国有能力在关键时
刻作出正确选择。新年伊始，中
美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双方
必须再次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不
仅事关今年中美关系的稳定，也
将对长远发展和世界未来格局产
生重要影响。

崔天凯说，中国始终认为，中
国不可能在孤立中发展，中国的
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一个更加强大、更加自信的中国
将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
持对外开放战略。中国寻求的是
全球伙伴关系，不是全球霸权；中
国坚定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把全
球主导权从一国转交给另一国。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改善全
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
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最好的例证。“一带
一路”建设将给更多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使他们从经
济全球化中更多获益。中国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
央，但中国追求的不是中国一家“独角戏”，而是愿同世界
各国共奏协奏曲。

崔天凯指出，中国致力于同所有合作伙伴实现共同
发展。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影响深远。自基辛格博士首
次访华以来，中美关系虽然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稳定发
展势头。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两国关系时有起伏，但
双方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这在两国关系过去 40 多年的发展进程
中是显而易见的。

崔天凯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
从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中获益。同时，世界
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也将
给中美两国带来共同挑战。中美两国企业必须提高全球
竞争力，中美两国工人都有权追求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
收入和更美好的生活。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开放、
更包容、更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环境，并让所有国
家平等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中美两国有责任加强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维护并改善现有国际体系。如果中
美能够共同做好这些事，就能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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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中央统计局日
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印尼对外贸易顺差为
118.4亿美元，达到5年来新高。

印尼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里扬托表示，由于全球经
济持续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升，2017年印尼出口总额
达 1687.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6.22%，对外贸易连续数
年实现顺差，出口增长最快的领域，是向土耳其、埃及、巴
西等非传统贸易伙伴的大宗商品出口；非油气类产品出
口增速达到15.83%，出口结构得以改善。

印尼去年贸易顺差118.4亿美元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摩洛哥官方统计数
据显示，2017 年该国贸易逆差为 1897 亿第纳尔（约 167
亿欧元），与前年相比上涨 2.6%。得益于经济发展迅速
和各领域建设活跃，去年摩洛哥进出口贸易有所增长。

数据显示，2017年摩洛哥旅游业收入增长 8.4%，外
国直接投资增长12%。西班牙是摩洛哥最大的商品贸易
伙 伴 ，占 摩 洛 哥 出 口 总 额 的 41.4% 和 进 口 总 额 的
36.4%。摩经济总量在非洲排名第五位，位居尼日利亚、
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之后。

摩洛哥去年贸易逆差约167亿欧元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去年12月份新房开工
量年化值为119.2万套，低于市场预期的127.5万套,环比
下降8.2%，创2016年11月份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去年11
月份新房开工由环比增长3.3%下修为环比增长3.0%。

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份的新房建筑许可证发放
量，经季节性调整后，年化值为 130.2 万套，高于市场预
期的 129.5 万套。纵观 2017 年，美国新房建设增长了
2.4%，达到 120.2万套；整体新房建筑许可增长了 4.7%，
至126.3万套，均创2007年以来新高。

美国新房开工环比下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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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德黑兰电 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经
济2017财年上半年（2017年3月21日至9月22日）同比
增长4.5％。

伊朗《财经论坛报》援引伊朗中央银行最新发布的数
据报道说，2017财年上半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达3540
万亿里亚尔（1美元约合36609里亚尔）。

从行业看，这一时期伊朗石油生产同比增长5.8％，工
业和矿产、农业及服务业分别增长4.5％、4.2％和3.8％。

伊朗经济2017上半财年增长4.5％

中国 2017 年经济数据甫一公布，便
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经济日报》 记者
就此采访了海外专家学者，他们普遍认
为，中国经济表现优异说明发展的内生动
力和势头依然强劲，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将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更大贡献。

在中国经济数据公布的前一天，摩根
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兼总裁斯蒂芬·罗
奇在一场“中国下一步如何重塑世界”
的论坛上对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表示乐
观。他认为，中共十九大为中国经济下一
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政府继续深化改
革、加大开放的决心和中国充满活力的创
新面貌将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毫无疑问，中国经济 2018 年
的走势和中国政府的结构调整等经济政
策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更强劲的推
动力。

德国专家认为，当前全世界都高度关
注中国经济2018年的走势和中国政府的
经济政策，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
苏的重要推动力量。德国联邦外贸与投
资署总经理弗里德里希认为，中国经济去

年的优异表现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在从
投资拉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的过程中
取得了成功。可以预见的是，今年中国经
济增长活力充沛，增长前景仍然乐观。中
国经济走势向好，将给德国装备制造业企
业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同时，中国企业
在海外的投资不断增长，特别是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的经贸合作将为德国经济提
供更多的参与机会。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达尼尔认
为，2017年中国经济持续企稳，特别是在
中共十九大后，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与改
革作出了更加明确且具勇气的长远规划，
为中国经济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基础。2017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高位
发展，各领域改革持续深入，特别是逐步
完成了由低成本、集群化生产模式向更加
注重服务与质量的可持续性生产模式转
型升级，国内生产与市场需求进一步趋于
平衡，经济发展红利持续助力国内民众生
活水平与质量的不断提高。

奥地利奥中商业协会主席乔治·章格
博士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好

于预期，6.9%的 GDP 增速令人瞩目。他
认为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理念是中国经济
发展重要的动力，并表示中国是可靠的经
济合作伙伴，奥地利应该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并尽最大努力加入到“16+1”
合作当中。近期，奥政府将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纳入政府计划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信号。此外，他还认为奥地利政府应该支
持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中国政治与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格·乔班诺夫教授说，中
国经济正在稳步前行，随着中国的进一步
发展，中国也将会对世界产生更加深远的
影响。尤其是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不仅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
活力，而且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一步融
合。“一带一路”是双赢的倡议，包括保加
利亚在内所有参加这一项目的国家都会
受益。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日本庆应
大学名誉教授吉野直行说，2017 年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经济界的普遍
预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势

头依然强劲。中国是世界经济自由化的
受益者和推动者，在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
中，应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中国今后
加大对亚太国家的全面经济合作。

日本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伊
藤信悟认为，中国 2017 年经济实际增长
率超过市场预期，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
积极影响，也说明中国经济的自律性成
长能力增强。其中，以 IT 产业为代表的
中国产业竞争力在提高，带动出口扩大，
服务产业也实现了高增长。2018 年中
国经济的最大目标是抑制金融风险，同
时稳定房价。考虑到中国要实现 2020
年 GDP 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预计
2018 年中国经济实质增长率也将达到
6.5%左右。

韩国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宋璟真认
为，中国经济增长取得良好成绩对全世界
经济而言都是一个好消息。期待中国
2018 年经济增速也能达到接近 7%的程
度，并进一步助推世界经济增长。

文/本报记者 朱 旌 谢 飞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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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 1 月 18 日公布了
2017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海外媒体积
极评价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认为超预
期的成绩显示出中国经济的活力、动力
和潜力在不断释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
持续性明显增强，为继续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美国彭博社、《纽约时报》、《华尔街
日报》、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
BC）、美联社、《今日美国》网站等媒体对
2017年中国经济数据作了报道，反响热
烈。报道称，中国 2017 年 GDP 增速达
到6.9%，略高于2016年的6.7%，扭转了
从2011年开始的经济增长放缓势头，这
一增速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和政府
此前设定的目标。出口、商品零售和房
地产市场的强劲表现推动了经济增长，
使中国政府在 2018 年处于更有利的位
置，为中国政府 2018 年继续解决金融、
环境和社会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足
够的空间。持续强劲的消费需求很好地
推动了出口的增长,数据显示,中国领导
人在努力使经济摆脱对浪费性和污染性
产业和出口的依赖，转而通过更可持续
的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结构

调整成功的好消息打消了国际社会此前
对中国债务的担忧。受此消息刺激，全
球股票市场反映积极，投资者信心大增，
各大股市股指纷纷走高。

德国媒体认为，中国6.9%的经济增
速好于此前预期，且几乎是德国2017年
经济增速的 3 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2016 年 6.7% 的 相 对 较 低 增 速 后 ，在
2017 年有所恢复。世界经济复苏态势
不断向好也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
动力。2017 年中国居民消费对经济的
拉动作用十分明显，显示出中国经济正
不断获得新的内生增长动力。

法国 《世界报》 报道称，当前，
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正与世界经济复
苏趋势一致，2017 年经济增速保持了
6.9%的高位水平，远超此前 6.5%的预

测值。2017 年中国经济各项数据进一步
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强劲的国
内消费与优异的国际贸易表现持续推动
了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在应对债务上
升、资本外流、房地产泡沫等方面，中
国政府展现了经济管理与改革的能力。
未来，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更
好地管控经济领域中的各项风险，使经
济发展更趋平稳，为继续推进结构性改
革奠定坚实基础。

法国经济类报纸 《回声报》 报道称，
2017 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快速发
展，并达到了 6.9%的高位增速，国内消费
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
2017 年中国政府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有效
遏制了债务的上升，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发
展的稳定性。随着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向

“质量驱动型发展”，将进一步减少国内发
展的不平衡现象，使经济发展更趋稳定与
可持续。

奥地利《维也纳日报》刊登文章认为，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
国经济正在健康稳定发展，预计2018年中
国经济将出现高增长。文章评论称，不断
崛起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良好，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专利申
请数量世界第一。互联网、环保技术等新
兴行业发展良好。

保加利亚通讯社以《2017年中国经济
增长快于预期》为题报道了2017年中国经
济的发展。保加利亚著名财经网站《经理
人》在报道中说，中国经济 2017 年四季度
同比增长6.8％。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正在采取有力措施，遏制金融风险，并
减缓债务急剧增加。

日本《朝日新闻》 报道指出，6.9%
的年增长率比上一年提升 0.2 个百分点，
虽然涨幅不大，但实现了7年来增速首次
超过上年，且高于政府预定的 6.5%增长
目标。报道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改善，主
要得益于消费和生产向好，民间企业投资
和出口恢复。该报关注对 GDP 增长贡献
较大的重点领域，指出消费领域零售总额
实现了10.2%的增长，特别是网上销售增
长32.2%，说明市场在继续扩大，特别是
在国民收入增加后，就业和物价形势稳
定，民众购买欲望继续高涨。虽然基建、

工厂等大型投资项目增速有所下降，仅
增7.2%，但民企投资占半数以上，特别
是民企 6.0%的投资增速是上一年的 2
倍。可以认为，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前景
抱有信心。此外，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
投资增加 19%，增速较高。在世界经济
复苏的形势下，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
额提高了7.9%，增长明显。

韩国主要媒体均对中国2017年经济
数据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多以“中国经济
增速 6.9%，7 年来首次回升”为标题在第
一时间充分报道。韩国媒体《亚洲经济》
报道称，中国原本提出 2017 年的经济增
长目标为 6.5%以上，但实际经济增长却
大幅高于预期。中国经济收获了优异的
成绩单，市场也更看好中国今年经济发展
前景。《韩民族新闻》报道称，尤其引人注
目的是中国 2017 年四季度经济增速为
6.8%，环比持平。这表明，在中国政府针
对风险性投资及环境污染领域作出严格
限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却并未
因此减弱。

新加坡《联合早报》 刊文称，中国
经济增速回升为加速改革提供了难得的
窗口，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最漂
亮成绩。文章指出，在政府大力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环境治理、收紧
地方政府举债等措施下，中国去年经济
增速回升超出了外界预料。文章分析，
过去一年美国和日本经济逐步复苏，欧
洲经济也并未因英国脱欧等事件受到太
大挫折，外部环境的持续改善给中国经
济创造了良好增长条件。此外，中国国
内也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新旧动能
转换。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
GDP的贡献在加大。政府竭力推动去产
能等举措，使制造业从原来的低效率和
亏损状态回到平衡甚至微利状态，不再
拖经济的后腿。

越南越通社在题为《2017 年中国经
济增长超预期》的报道中，强调了中国
2017 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同比达到 6.8%，
全年经济增长达到6.9%，自2010年以来
首次实现经济加速增长。在政府强调控
制风险投资规模和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
制度形势下，实际增长高于政府制定的
6.5%目标实属不易。评论认为，工业回
暖、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和出口扩大是中
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动因。

文/本报记者 朱 旌 高伟东 谢 飞

李鸿涛 黄海顺 田晓军 苏海河 白云飞

刘 威 崔玮祎

海外媒体积极评价中国经济2017年度“成绩单”

增速回升超出预期 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中国经济稳步前行为全球复苏增添动力
——海外专家学者热议中国2017年经济数据

1 月 16 日，机

器人在瑞安市瑞明

集团智能化托盘线

上搬运物料。该生

产线上，1 个工人

可 操 纵 4 台 机 器

人，轻松完成相当

于以前 30 个工人

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1月10日，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一名

男子在消费电子展上体验华为公司的虚

拟现实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一艘轮船靠泊在秦皇岛港矿石码头卸载。记者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港航管理局

获悉，2017年该省秦皇岛港、唐山港和黄骅港三大港口共完成货物吞吐量达10.9亿吨，

比上年增长1.4亿吨，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