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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会对于中国未来各项工作发展
的规划引发了海外机构的密切关注。各方
在广泛关注两会众多议题的同时，也对各
项工作安排和规划表示肯定，认为中国持
续改革并深化开放将为全球带来发展
机遇。

中国机构改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路透社认为，此次机构改革在宏观调控和
政府职能部门划分方面完善和加强了政府
经济调节功能，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
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责相近的部门
重组，凸显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职
能方面的深刻变革。比如，保监会银监会
合一，国土部门和环境部门的整合，市场监
管部门的合并这些都是非常好且力度非常
大的改革措施，将为下一步发挥市场配置
的决定性作用起到很好的效果。

荷兰银行发布报告表示，近期机构改
革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未来推进三大攻坚战
的效率。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在
当前金融行业规模和复杂性不断上升的形
势下，保监会和银监会的合并有利于提升
监管协调和避免监管套利。在环境保护方
面，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的成立以及
生态文明写入宪法都表明中国强化环境保

护的决心并非一时之举，而是长期战
略。在脱贫攻坚方面，新成立的农业农
村部将有效解决农村基础设施问题和促
进农业生态现代化发展。此外，新成立
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将更有效地促进
中国对外发展援助，支持“一带一路”
建设。

长期从事国际环保事务的英国“中
外对话”组织高度关注生态环境部和自
然资源部的建立。该组织发文表示，本
轮机构改革是 20 年来中国第三次大刀
阔斧地调整政府机构职能。值得注意的
是，在每一次政府部门改革中，生态环境
保护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从一个局级
单位一步步提升为如今担负多种职责的
部级单位。政府机构演变折射出中国更
加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趋
势。同时，两个部门的新职能都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生态系统整体性考虑。
山、水、林、田、湖等生态环境不再被人为

分割，将统一由自然资源部管理和修复，排
向空气、河流、海洋、土壤的各种污染物，不
管是二氧化硫还是二氧化碳，则会由生态
环境部“一手抓”。

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形势下，中
国金融监管层面的变化也引发了各方的密
切关注。

长期以来，国企债务风险一直是各方
关注的重点，两会期间公布的国企去杠杆
新规定赢得了海外投资者的信心。穆迪投
资者服务公司表示，中国披露的政策措施
对央企而言具有正面信用影响，因为相关
举措将推动央企继续降杠杆，同时更加注
重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提升。针对中国
两会强调“国企减负债、降杠杆仍是中央政
府的重要任务”的提法，穆迪高级副总裁胡
凯表示：“我们预计此类股份出让和资产出
售所得资金有助于国企偿还债务、降低其
对举债的依赖度，并发展其核心业务。其
他改革举措，包括产能削减、国企业务的兼

并重组及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亦可支持
国企降杠杆及利润增长。”

新任央行行长也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
肯定。瑞银财富管理英国投资办公室负责
人余修远表示，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相
似，中国央行是全球最重要的央行之一。
新任中国央行负责人具有足够的履历和能
力，这一变化也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将保持
一定的延续性。英国投资者需要关注到中
国资本市场已经不断开放，各方期待中国
央行未来能够持续拓展众多互惠领域，包
括人民币国际化和双方市场准入提升。伦
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凯瑟琳·
麦吉尼斯表示，伦敦金融城与中国央行保
持了密切的交流与沟通，未来期待与中国
央行共同探讨英方如何更好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促进双
边贸易。

此外，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承
诺也得到了英国伦敦金融城的高度认
可。伦敦金融城市长鲍满诚表示：“今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们对于中国
政府近期在两会上作出的有关持续深化
对外开放的承诺高度欢迎，中国对外开
放将为英国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发展机
遇。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了解更多有关市
场开放的信息，推进双方在市场开放领
域的合作，从而持续深化中英黄金时代
的双边经贸关系。”

海外机构高度评价中国两会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为全球带来发展机遇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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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加息符合美国经济的现状，此次加息是美联储逐步收紧货

币政策的一步。如果美联储未来迫于经济形势变化，不得不被迫加快

加息节奏，则会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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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月 21日，美国联邦公开市
场委员会（FOMC）本年度第二次议息会议
声明对外发布。不出市场预期及经济学家
所料，在鲍威尔首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主
持的 FOMC会议上，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
率目标区间上调 25 个基点到 1.50%至
1.75%。这是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的第六
次加息，是今年以来的首次加息，上一次加
息是在去年12月13日。

美联储为何再次加息？首先，美国经济
当前的“基本面”是促使美联储按照既定节
奏再次加息的根本原因。自今年 1 月份议
息会议以来，劳动力市场持续表现强劲，经
济温和增长。就业增长最近几个月保持强
劲，失业率保持低位。最新数据显示，家庭
支出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去年第四季度
较强劲的增速相比，略显温和。同比而言，
今年整体通胀率及剔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的
核心通胀率均出现下降，一直在 2%以下。
总体来说，基于市场的通胀补偿指标仍处
于低位，基于调查的较长期通胀预期指标
几乎未变。

其次，相较前几个月，美联储对美国中

期经济增长及通胀前景更为乐观。美联
储认为，最近几个月的经济前景得到强
化，经济活动将在中期温和扩张，通胀水
平会在未来几个月上升。在鲍威尔首次
主持的 FOMC会议上，所有与会委员都
对再次加息25个基点投下了赞成票。

再次，美联储今明两年的主要经济
指标预期同去年 12 月份相比“大幅向
好”。美联储上调了今明两年经济增长
预期，预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
为2.7%和2.4%，相较去年12月份的预测
分别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和 0.3 个百分
点。同时，美联储还进一步下调了失业
率预期。预计到2018年底，美国失业率
将降至3.8%，低于去年12月份3.9%的预

测值；到 2019 年底，美国失业率将进一步
降至 3.6%，远低于 4.5%的长期合理水平。
美联储预计，到 2018 年底，美国核心通胀
率为 1.9%，与去年 12 月份预测一致；到
2019 年底，美国核心通胀率为 2.1%，相较
去年12月份的预测上调了0.1个百分点。

鲍威尔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特朗普政府的财政政策变得更加积极，
稳健的就业增长将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消
费者信心，海外经济增长也更加稳健，整体
金融市场条件仍比较宽松，这些因素都将支
持美国经济前景的改善。不过，美国经济要
达到并保持3%的增速很难。

鲍威尔强调，渐进式加息符合美国经
济的现状，此次加息是美联储逐步收紧货

币政策的一步。如果美联储未来迫于经济
形势变化，不得不被迫加快加息节奏，则会
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新风险”。鲍威
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除非美国经济状
况出现恶化，否则美联储没有改变缩减资
产负债表的计划，仍将按照既定节奏、幅度
继续“缩表”。

对于备受市场关注的美联储未来几年
的加息节奏，大多数 FOMC 委员预计：
2018年、2019年、2020年美联储将分别加
息3次、3次、2次。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对
美国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预示着其未来加
息节奏可能加快。尽管大多数 FOMC委员
预计2018年加息3次，但《华尔街日报》报
道说，在此次FOMC会议上，支持今年加息
4次的声音比去年12月份增加不少，2019
年的预期加息次数则从去年12月份的2次
增加到3次。《纽约时报》认为，高达1.5万亿
美元的减税计划和联邦财政支出增加会在
短期内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促使美
联储今年加息4次。FOMC议息会议声明对
外发布后，投资者普遍认为，美联储今年至
少加息4次的可能性在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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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温和增长 就业表现强劲

美联储按既定节奏再次加息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高伟东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黄海顺报道：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近日与上海社会科
学院共同合作在维也纳联合国城举办了
电子商务专家组会议。来自金砖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专家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整合管理电子商务资源的指导意见，包
括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制定电子商务行
业联盟章程以及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

战略等。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干事菲利

普·朔尔特斯表示，电子商务能够让中小
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同时将顾客与制造
商联系起来，促进贸易全球化，加速商品
流通，为生产和消费注入新的活力，从而
有助于创新性地推动工业发展，减少贫
困，为妇女和青年创造就业机会。2017

年是金砖国家电子商务领域非常重要的
一年，全年金砖国家电子商务零售额为
5540亿美元。

来自金砖国家公司的代表分享了电
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和最佳实践，让与会的
各国代表都认识到电子商务发展对促进
跨境贸易的重要性，以及电子商务为各个
国家所提供的机会。

联合国工发组织支持金砖国家开展电子商务合作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国家战略基
建项目——吉配保税港工业园一期项目日前落成。印
尼总统佐科在落成仪式上表示，印尼虽是东盟第一大
经济体，但出口额、投资额等关键指标均落后于泰
国、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
是，投资运营相关的各种手续繁杂、办理冗长等，影
响了投资者尤其是外资来到印尼的信心，必须尽快改
变这一局面”。

佐科同时指出，在增加就业方面，吉配保税港工业
园与当地伊斯兰习经院等院校开展了人才培训合作，
希望吉配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被效仿和推广，积极推
动印尼职业教育发展，为更多国内外企业输送优秀
人才。

据介绍，吉配保税港工业园地处泗水—马都拉海
峡咽喉，集海运、铁路、高速公路三大运输模式为一体，
交通十分便捷、区位优势明显。该园是印尼首个集工
业区、港口码头、住宅生活区为一体的综合性工业园，
配有水、电、气、讯等完备的基础设施。园区规划用地
近 3000 公顷，分 3 期建设，一期规划已提前落成。整
个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印尼东部面积最大、功能最全且
唯一设立保税区的大型综合性工业园，也将成为印尼
东部工业中心、交通枢纽及商品集散地。

印尼工业部官员认为，该园既是响应印尼政府
建设海洋支点国家和海上高速通道战略的重大创
举，又是公私合营的最新成功案例，中交建等中国
公司也参与了开发建设，“该园由印尼上市公司
AKR 集团与国营第三港务公司强强联合建设开发，
不仅带动了港口、高速公路、电站等基础设施建
设，还能在落实国内外投资、吸收大量劳动力等方
面有所助益，是印尼建设现代化工业园、实现制造
业繁荣而积极的重大成果”。

印尼吉配保税港工业园一期落成

本报约翰内斯堡电 记者蔡淳报道:“一直以来，
外汇交易被视为费时费力、手续繁琐且需要专业金融
业界人士协助完成的操作项目。”日前，在南非标准银
行 Shyft 外汇交易应用发布会现场，该行中非银行业
务部董事总经理罗卓瑜表示，“在下载 Shyft 应用后，
客户将能够随时查询外汇价格走势，在适合的时机轻
触屏幕完成在线交易，避免了传统交易方式操作不便
造成的滞后性与时空限制”。

罗卓瑜提到的 Shyft 掌上外汇交易应用，是南
非标准银行新近推出的金融创新产品。罗卓瑜认
为，无论对于走进非洲的中资企业外派员工，还是
在南非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或者是短暂跨境出行
的游客或商旅人士，外汇交易都是其财务安排方面
至关重要的环节。罗卓瑜希望 Shyft 应用的推出，
能够帮助旅居南非的中资机构员工、华人华侨将南
非货币兰特收入快速汇至境外，为在南华人群体带
来更大便利。

据了解，客户可以通过Shyft应用，将南非货币兰
特兑换成美元、欧元、澳元和英镑等币种，并且可以相
对较低的交易费用将外币汇回国内，客户在南非还可
以使用Shyft账户提现和消费。

新华社日内瓦电 （记

者刘曲）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 21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7年中国已成为《专利合
作条约》框架下国际专利申
请的第二大来源国，仅排在
美国之后。中国的华为和中
兴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最多的
两家公司。

报告分析了 2017 年全
球各国和企业申请者使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服务的
情况。从国际专利申请属
地来看，2017 年提交专利
申 请 量 最 多 的 仍 是 美 国 ，
高 达 5.66 万 件 ；其 次 是 中
国（4.89 万件）和日本（4.82
万件）。

其中，中国是唯一申请
量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国
家，自2003年以来每年增长
率都高于 10％。报告预测，
以目前发展趋势，中国有望
3 年内赶超美国，成为国际
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从公司申请来看，中国
的华为和中兴分别以 4024
件和 2965 件国际专利占据
公司申请量排行榜前两名，
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英特尔公
司（2637件）、日本三菱公司

（2521 件）和美国高通公司
（2163 件）。上榜的前 10 家
公司有 7 家来自亚洲，两家
来自美国，一家来自欧洲。

就行业来说，计算机技
术超过数字通信，成为已公
布的国际专利申请中占比最高的技术领域，其次是电
气机械和医疗技术。

商标方面，2017 年美国仍是最大申请来源国，德
国、中国、法国和英国分列第二至第五。前 15 个商标
申请来源国中，中国增速最快，和俄罗斯都是连续第二
年保持两位数增速。

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德国仍是提交申请最多的
国家，其次是瑞士、韩国和美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
国对国际专利体系的使用大幅增加，表明随着中国经
济继续迅速转型，中国的创新者日益把目光投向外面，
期待将自己的创意传播到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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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全日
本留华毕业生同窗会”近日在日本东京举
行成立大会，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我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日中友
好议员联盟会长、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芳
正、众议院近藤昭一及有关大学、友好团
体、机构负责人和留华毕业生同窗会代表
共250人出席。

陈宝生在致辞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
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日友好的根
基在民间。中日作为近邻，教育交流与合
作稳步发展。他希望广大留华校友坚定友
好信念,积极行动，当好“民间大使”，使更
多的日本朋友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为中日
友好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程永华在致辞中对“全日本留华毕业
生同窗会”正式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中
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政
府签订互派留学生协议以来，留学生交流
取得了很大发展，在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增进民众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期待留华毕业生朋友们携起手
来，共同努力，把留华毕业生同窗会打造成
中日友好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表示，在日
中文化交流的长期历史中也有值得引以为
鉴的历史，必须牢记。期待全日本留华毕
业生同窗会站在新时代桥头，共同引领两
国科技、人文交流深入发展。

据悉，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累计有
24 万日本人到中国留学。“全日本留华毕
业生同窗会”是由日本各界留华毕业生经
过两年多的筹备自发成立的非营利任意团
体，会长由众议院议员、立宪民主党副代表
近藤昭一担任。

全日本留华毕业生同窗会成立

南非标准银行推出外汇交易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