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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至18日，英国和欧盟正式就
英国脱欧后与欧盟贸易关系举行谈判，自
脱欧公投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终于进
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

在历经一年谈判后，英欧双方最终在
3月下旬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达成了过渡期
安排共识，并基本上完成了脱欧协议的谈
判。对于急切期待启动后续双边关系谈判
的英国政府而言，脱欧协议谈判的完成意
味着终于可以推进实质性谈判，意义重
大。然而，这一进展也是以英国的一系列
让步为代价的。

此前，英国曾经试图将签署双边贸易
协定作为缴纳“分手费”的前提条件。但
是，在近期谈判中最终放弃了这一做法，承
诺缴纳欧盟会费直至2020年底，并与欧盟
完成相关“分手费”的法律文本拟定。同
时，英国也按照去年12月份达成的共识文
件，依欧盟要求保障公民权利。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英国国内就脱欧
之后渔业管理权回收问题吵得沸沸扬扬，
但英国最终承诺过渡期内仍然遵守欧盟共
同渔业政策，不回收渔业管理权。

上述代价换来的是英国作为非欧盟成
员国从脱欧之日至2020年12月底继续参
与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权利。同

时，欧盟也允许英国在过渡期内与其他
国家谈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要确
保生效日期为过渡期结束后。

尽管过渡期安排给市场带来了巨大
的“惊喜”，但部分分析认为，新一轮英欧
双边关系谈判将更为艰难，且当前英欧
双方共识存在若干隐患。

首要隐患是当前达成的过渡期安排
仅仅是共识，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
约。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近
期一再强调，“所有问题达成一致以前，
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达成”。有关过渡期
的安排当前只是一项政治共识，并非法
律文件。当前，所有达成的文本和共识
都是脱欧条约的一部分，在明年 3 月底
条约最终签署之前都不具有约束力。值
得关注的是，在未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英欧双方在脱欧条约上仍有25%的条款
存在严重分歧。

不仅于此，英国在过渡期共同渔业
政策上的让步也在保守党内引发了争
论。苏格兰地区作为英国传统的渔业产
业基地，对欧盟共同渔业政策不满已久，

多数苏格兰渔业工人期待脱欧能够收回渔
业管理权。因此，苏格兰保守党党首露丝·
戴维森曾经表示，如果脱欧协议中不顾及
苏格兰民众的期待、没有回收渔业管理权，
未来将在议会中反对脱欧协议通过。

由于在去年大选中，保守党在议会内
得到北爱政党的支持后才勉强获得多数席
位。因此，苏格兰保守党的上述表态无异
于分裂本已脆弱的保守党议会优势，也为
脱欧协议的最终通过蒙上一层阴影。

新一轮谈判中最核心和最具挑战性的
莫过于北爱问题。在去年 12 月份英欧达
成的共识文件中，双方都承诺致力于无条
件确保北爱与爱尔兰之间不存在“硬边
界”，但双方对于实现这一承诺的路径存在
着根本性分歧。

日前，欧盟起草的脱欧条约草案中单
列了一条应急条款，表明如果未来英欧之
间无法达成自贸协定，英国须承诺北爱地
区保持与爱尔兰地区一致的关税安排以避
免“硬边境”的出现。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对此高度不满，认为这无异于分裂英国。
她表示，未来英国将通过高科技手段提升

通关效率，同时针对占北爱与爱尔兰总体
贸易量 80%的中小企业实施关税豁免，以
此避免“硬边界”出现。对此，巴尼耶表示，

“我们必须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以维持内
部市场的统一，同时又不需要建立实质性

‘硬边界’”。
因此，在首轮有关未来贸易关系的谈

判中，爱尔兰、英国和欧盟三方重点协商如
何应对上述困境。分析认为，特雷莎·梅此
前将北爱问题和全面贸易谈判一并推进的
策略取得了成功。尽管此前欧盟一再强调
必须首先解决北爱问题才能推进贸易谈
判，但是当前北爱问题已被融入贸易谈判
之中。特雷莎·梅表示，“我们将坐下来决
定对北爱以及我们未来安全伙伴和经济伙
伴而言可行的方案”。

与此同时，欧盟一直强调未来与英国
的贸易协议将基于欧盟与加拿大的自贸协
定，英国则强调需要达成更具“英国特色”
的定制版协议。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仍然存在显著的差距。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商业部门对
未来谈判进展的反应也相对谨慎。毕马威
英国脱欧事务负责人詹姆斯·斯图尔特表
示，“上一阶段谈判的承诺并不能够完全解
决企业的压力，毕竟这仍然是一项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工业联合会总干事
卡罗琳·费尔贝恩也表示：“未来谈判中双
方必须坚持当前的妥协合作精神，双边贸
易关系谈判将挑战不断。”

双方共识存在隐患 后续事宜充满挑战

英欧贸易关系谈判正式启动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4月16日，在瑞士苏黎世，人们观看送冬节游行。

送冬节又名春季节，是苏黎世传统的送冬迎春民间节庆，庆典高潮是点燃象征冬天

的巨大“雪人”，庆祝春天来临。 （新华社发）
苏黎世欢庆送冬节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
道:根据联合国最新的统计数
据，全球每年约有 125 万人因
道路交通事故丧生，受伤人数
则高达 5000 万人。全球每年
因为道路交通事故而造成的经
济损失约为1.85万亿美元。

为缩小各国在道路安全方
面调动资源的差距，加速改善全
球道路安全状况，联合国日前在
纽约启动了道路安全信托基
金。联合国道路安全信托基金
的成立将有效调动政府间或非
政府组织、私营部门、慈善组织
和个人的所有资源。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估计，道路安全信
托基金的每一笔1500美元捐款
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防止
10次严重事故伤害。

联合国秘书长道路安全特
使、国际汽车联合会主席让·托
德在启动基金时致辞表示，该
基金的成立将激励全球在完成

“2011—2020 年 道 路 安 全 行
动十年”计划方面取得进展，并
在汲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
改善道路安全形势。他呼吁所
有合作伙伴给予支持，调动必
要的资源，减少全球因道路交
通死亡的人数。

据介绍，联合国道路交通安全信托基金通过将关
键利益攸关者聚集在一起，支持解决影响道路安全的
关键挑战，重点加强各级政府机构关系，协调提升市政
当局制定和实施道路安全方案的能力，优先落实开展
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基金将按照“道路安全行动十
年全球计划”的五大支柱对以下 5 项具体行动给予支
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能力；改善道路基础设施和更广
泛的运输网络安全；增强车辆的安全性；改善道路使用
者的行为以及改善事故的善后处理。

沙特政府日前宣布启动一项“住房
自给”计划，旨在调控沙特房地产市
场，提高沙特国民住房自给率。

据悉，沙特住房部将联合其他部
委、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在2030年前
为全国范围内的沙特公民提供 30万套住
房，使家庭住房自有率在 2020 年达到
60%，2030 年达到 70%。首批出售的住
宅包括 6681 户住宅、4500 户免费地块
住宅以及8300户补贴按揭贷款住宅，平
均价格在 25 万沙特里亚尔 （约合 67000
美 元） 至 70 万 沙 特 里 亚 尔 （约 合
187000美元） 之间。该计划还包括修改

购房政策、提高服务效率和便捷贷款及
相关融资产品的办理效率等措施。

受国际油价下滑影响，2016 年，沙
特房地产市场受到较大冲击，但随着油
价回升，2017 年市场有所回暖。为提振
房地产市场，沙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
在消除阻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调控措
施。例如，对未开发地块征收 2.5%的

“空地税”、出台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
金） 使用和上市法规、出台有利于获得
物业产权的新抵押贷款法，以及公共投
资基金成立房地产再融资公司等。以上
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房地产市

场的活跃性，但也导致过剩的资本涌入
房地产市场，房屋成本不断攀升，在需
求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导致房源库
存不断累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效果仍
有待观察。

目前，沙特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核心
原因在于“刚需”不足，尤其是在沙特
政府采取征收“人头税”、限制外籍人士
就业等一系列措施后，房地产市场需求
进一步遭到削弱，在这一背景下，沙特
民众的购房倾向出现了明显改变。英国
房地产经纪公司莱坊日前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沙特全国范围内的别墅交易量

和交易价格在 2017年出现明显下滑，但
公寓类住房的价格却出现猛增。2017
年，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别墅价格下降
5%，第二大城市吉达和第三大城市达曼
的别墅价格降幅分别高达 24%和 28%。
与 此 同 时 ， 利 雅 得 公 寓 房 价 则 猛 增
36%。报告指出，在生活成本飞涨、外
籍人士离境和沙特家庭人口减少等长期
趋势的共同作用下，沙特房地产格局已
出现明显改变，购房者越来越倾向于购
买价格低的小型公寓，而不是面积大，
水、电费用高昂的别墅，这一趋势将在
未来数年内延续。

2030年前为全国公民提供30万套住房

沙特推“住房自给”计划提振楼市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宋博奇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
尼政府近日表示，将致力于2045年前新
开垦1400万公顷耕地，每公顷粮食年产
量要达到 5.4吨。印尼农业部农业用地
资源发展和研究中心负责人戴迪表示，
为实现成为“世界粮仓”计划，印尼今年
将率先把100万公顷沼泽和旱地新开垦
为耕地，此后将分阶段稳步推进耕地新
增计划。

据了解，印尼现有农业用地3500万
公顷，其中仅800万公顷用于生产粮食，
距满足生产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戴迪表
示，印尼仅旱地就有 1.91 亿公顷，其中
至少有3500万公顷距离水源较近，具备
向耕地转化的条件。

印尼将开荒建“世界粮仓”

尽管过渡期安排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但部分分析认为，新

一轮英欧双边关系谈判将更为艰难，且当前英欧双方共识存在若干隐

患。目前，所有达成的文本和共识都是脱欧条约的一部分，在明年3月

底条约最终签署之前都不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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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德国柏林东部的世界公园举办第12届

樱花节，预计共有约2.5万名游客前来观赏樱花，体验

东亚地区文化。图为在德国柏林东部的世界公园，游

客与盛开的樱花合影。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柏林举办樱花节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自
今年 3 月中下旬以来，韩元开始出现持
续升值态势，美元对韩元汇率一度达到
1∶1054.2，创下近年最低点。目前，美
元对韩元汇率徘徊在1∶1060至1∶1070
之间。韩元近期汇率不稳定和未来面临
的升值压力，引起了韩国国内经济界的
担忧。韩国业界认为，今后韩元面临升
值压力，恐对韩国出口不利。

韩元面临升值压力原因主要有两
点：一是朝核问题出现转机，未来还将举
行朝韩首脑会晤。朝鲜半岛局势缓解直
接助推韩元升值。二是不久前美韩结束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相关协商，外
界普遍认为美方今后将在汇率问题上向
韩方施压，并推动韩元升值。因此，汇率
市场已开始有所反应。

在韩元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韩
国国内担忧主要有三点，首先，韩国出口
会因韩元升值受到负面影响，尤其担忧
汽车、电子产品的出口前景。其次，对韩
国企业今后的投资、贸易策略直接造成
干扰。再次，担忧国际投资资本投机行
为，对韩国金融市场造成风险。

韩元面临升值压力

新华社科威特城电 （记者王薇 聂

云鹏） 科威特石油大臣巴希特·拉希迪
16 日表示，科威特计划在 2018 年底将纯
天然气日产量提高到 5亿立方英尺，其中
60％用于生产化工产品，40％用于发电。

当天，拉希迪在第五届科威特石油和
天然气大会开幕式上表示，2017 年是国
际石油市场的里程碑。欧佩克成员国以
及其他石油生产国同意减少石油产量，加

速减少石油库存，恢复供需平衡，这有利
于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以及世界经济复
苏。全球石油盈余已经从 2017 年的 3.4
亿桶降至目前的5000万桶。

他还预测，化石燃料仍将是世界能源
的主要来源。他说，国有性质的石油公司
在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方面
已成为主力，也决定了未来的全球油气
供应。

他说，科威特石油公司计划在未来 5
年内投入 340 亿第纳尔（约合 1122 亿美
元）以提高其在国内外的石油勘探和生产
水平，为保证国际石油市场的供应安全作
出贡献。

为期两天的第五届科威特石油和天
然气大会 16 日在科威特开幕，包括欧佩
克组织以及多个国家的石油部长和石油
公司领导层与会。

科威特拟提高纯天然气日产量至5亿立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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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典电 （记者刘咏秋） 希腊总理齐
普拉斯 16 日表示，该国将加强经济领域的创新举
措，以帮助希腊走出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促进经
济增长。

齐普拉斯当天出席了欧洲投资基金和希腊国民银
行6.4亿欧元贷款担保协议的签字仪式。他在签字仪
式上表示，希腊将以创新和人力资源为基石来构筑更
加美好的未来。

齐普拉斯表示，希腊正在试着改变发展路线，未来
要向年轻人、科学家和专业人员加强投资。“我们希望
改变生产模式，投资于创新。”

据悉，当天签署的贷款旨在缓解希腊中小型企业
的融资困境，未来3年将有5000多家企业因此受惠。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欧洲投资不振
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2014年底提出欧洲投资
计划，又称“容克计划”。当天签署的协议也是“容克计
划”的一部分。

希腊欲加强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未来加强创新人才投资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电 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16 日
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铁矿石和球
团矿销量合计达 8430 万吨，同比增长 640 万吨，为历
史同期最高纪录。

报告说，随着市场溢价持续增长，高品位矿在淡水
河谷产品销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当季，球团矿、卡拉
加斯粉矿和混矿占全部销量的比例从去年同期的
67％增加至76％。

报告还显示，淡水河谷今年第一季度铁矿石产量
达8200万吨，较去年同期和上季度分别减少420万吨
和 1140 万吨，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2017 年第二季度决
定减少低品位矿产量，以强化淡水河谷高端矿生产商
的地位。另外，今年雨季降雨较强也影响了产量。尽
管如此，该公司仍将2018年全年铁矿石指导产量维持
在约3.90亿吨不变。

今年第一季度，淡水河谷还生产了 5.86 万吨镍、
9.33万吨铜和1327吨钴。

淡水河谷总部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最
大的铁矿石、球团矿和镍生产商，也生产锰矿石、铁合
金、冶金煤和动力煤、铜、铂族金属、金、银和钴等。

巴西淡水河谷首季表现亮眼
铁矿石销量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