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周刊16 2018年4月20日 星期五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30 印完时间：4∶45 本报印刷厂印刷

依靠服务取得效益 多部门协作保畅通

日本这样经营管理高速公路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让可可生产者

吃上自产巧克力
□ 郭 凯

全球信息安全产业RSA大会举行

世界零售大会关注中国机遇

2018 年全球信息安全产业 RSA 大会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市开

幕。图为与会者（右）在360企业安全集团展台咨询。 新华社发

世界零售大会17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全球零售业及相

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新时代零售业发展创新，关注中国发展为

全球零售业带来机遇。图为一名阿里巴巴的西班牙志愿者（左）在为

客商讲解天猫虚拟穿衣体验技术“魔镜”。 新华社发

欧尔班将开启第四个总理任期

匈牙利新政府面临三大挑战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日前，匈牙利四年一次

的国会选举落幕。匈牙利执

政联盟（青民盟和基民党）获

得压倒性胜利。青民盟和基

民党在拥有 199 个议席的国

会获得133席，即获得三分之

二多数议席。因此，作为青

民盟主席的匈牙利现任总理

欧尔班再次当选总理毫无悬

念，将开启第四个任期。欧

尔班表示，匈牙利尚未发展

到令人满意的地步，但匈牙

利已经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出发了，“我们将一起在这条

路上走下去”。
2018年1月份，匈牙利零售额同比增长7.8％，与2010年相比，销售量增长了27.9％，明显高于欧盟11.9％的平均增长

率水平。图为布达佩斯街头花店，把鲜花摆放在春天的路边供市民挑选。 本报记者 翟朝辉摄

“匈牙利模式”见成效

1998年至2002年，欧尔班首次出
任总理，当年只有 35 岁，此后谋求连
任失败，直至 2010 年再次当选总理。
2014 年匈牙利经济在欧尔班领导下
开始好转，与欧盟经济复苏保持同步，
基本恢复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
水平。2014 年，匈牙利经济整体表现
势头强劲，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6%，2015年为 2.9%，2016年略有下
降，为 2%，2017 年实现了 4%的增长。
目前，匈牙利经济增速在维谢格拉德
集团 4 国中处于中游位置，但大大超
过欧盟成员国平均经济增长率。

近年来，匈牙利失业率持续下
降，2017 年第四季度更是创下 3.8%
的新低，自欧尔班 2010 年重新执政
以来，失业人数已减少近三分之二，
就业人数增加了约 70万人，相对匈牙
利 400 多万就业总人数而言，可谓大
幅提高。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
于政府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环境，在增
加就业岗位的同时，下力气推动青年
就业，为青年人融入劳动力市场提供
积极援助，并且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
以及实现工人最低工资翻番等，为经
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欧尔班把重新带领匈牙利回到健
康发展轨道的系列举措，被称为“匈牙
利模式”，可归纳为政治稳定、严格的
财政政策、工作福利社会和实行向东

开放政策等四部分。欧尔班表示，“匈
牙利模式”的成功，一是不“等靠要”,
如仰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
际组织；二是不模仿某一外国模式，而
是在匈牙利当前条件下探索出来的；
三是保持自我发展势头，不受任何政
治势力左右。欧洲委员会2018年3月
份公布的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报告
中，对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保持较高
增长率、高就业率以及活跃的银行贷
款给予肯定，并认为匈牙利持续向好
的经济环境可为今后 10 年的经济发
展提供良好支持。

新任期三大挑战

此次选举后，欧尔班新政府的新
举措目前尚未出台，但“一近、一中、一
远”三大挑战却早已实实在在摆在匈
牙利政府面前。

一是成员国自身利益与欧盟统一
政策间如何协调。这是近期必须要解
决好的问题。以难民问题为例，匈牙
利与欧盟意见相左，欧尔班竞选期间
的主打口号是“拒绝难民进入匈牙
利”，并一直与欧盟较劲，不愿接受欧
盟强制难民分派制度，保持高调和强
势。由于匈牙利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其
他三国在难民问题上互相支持，使得
欧盟难民分配方案一直未能获得通
过。今年 6 月份，欧盟峰会将再次讨
论强制性难民分配方案，这将在匈牙
利和欧盟间造成裂隙。不仅于此，今

后类似的纷争仍会在欧盟内部上演，
其背后折射出欧盟如何在个体和集体
间寻找平衡，特别是在英国脱欧的情
况下如何重塑核心力，有效维护欧盟
的统一和团结。

二是如何应对英国脱欧可能产
生的经济降速中期挑战。匈牙利经
济保持较快增长，其中一大因素在于
欧 盟 资 金 对 匈 牙 利 经 济 的 巨 大 助
力。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
罗马尼亚这四国 70%以上的投资来
自于欧盟，而且英国是欧盟第三大资
金贡献国。据估计，英国脱欧后，欧
盟财政总预算将直接缩减 1000 多亿
欧元，这将反映到欧盟资金投入上。
故此，2019 年后欧盟资金援助缩减所
产生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匈牙
利经济今后是随波逐流，还是自主航
行并找到新的驱动力，将是新政府任
期内面临的重要结构性问题。

三是匈牙利在中东欧的发展地
位。这是涉及匈牙利经济规划和未来
政治格局的长远挑战。包括匈牙利在
内的中东欧地区，拥有1.19亿人口，是
欧洲大陆经济活跃区域，具有巨大经
济潜力，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成为影
响欧洲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目前，
匈塞铁路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匈国内
的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已进入第二
期，如果未来能够结合机器人技术、电
子支付以及积极布建5G网络等，依托
领先的物流网，相信将会为匈牙利经
济转型提供更强大的助力。

重视与中国合作

在“一带一路”“16+1 合作”机制
引领下，中国和匈牙利两国经贸、投
资、金融、人文等领域合作亮点频现。
2017年双边贸易额首次超过100亿美
元，同比增长 14.1%。中国在匈牙利
累计投资超 41亿美元，匈牙利则继续
保持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第一的地
位。同时，中匈两国续签了人民币福
林本币互换协议，匈牙利金融机构持
续发行人民币债券，金融合作继续走
在中东欧地区前列。目前。4 所孔子
学院在匈牙利运行良好，为推广在匈
牙利的汉语教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匈两国政府
支持下，欧洲首个同时使用母语和汉
语教学的匈中双语学校顺利升建高
中，开启了匈牙利汉语教学“全贯通”
时代。

欧尔班认为，“中国不是一闪而过
的彗星，而是一颗恒星，这颗恒星至少
在未来几十年内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
要角色”。欧尔班亲自设计和主导的
向东开放政策更是让匈牙利和中国建
起了良好连接，并且“匈牙利的起跑位
置很好”，可使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与
中国合作中保持优势。欧尔班说，

“‘16+1’不仅有利于中国，更符合中东
欧 16 国的利益。我们已经创造了真
正双赢、多赢的局面，我们合作的大门
一直将向中国打开”。

经常驾车行走日本高速公路，每每
遇到拥堵指示牌会提前 20 公里发出预
警，到服务区车加油、人吃饭，然后继续
赶路，再平常不过。一般旅客知道这种
便利，却很少关注其服务背后的经营管
理。日前，记者有机会采访了东日本高
速公路株式会社，了解其经营细节，才知
道日本人管理的细致。

服务区靠服务提高收益

日本高速公路每 20 公里设一处停
车区，每 50 公里设一处服务区。停车
区内设施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停车位、
小卖部和公共厕所。驾驶员累了可以
停车打个盹，内急时也能解决不时之
需。服务区则相对较大，设施也更齐
全。不仅可以加油、修车，提供餐饮，还
有商店、休息区等服务设施。一般情况
下，人们走高速主要为赶路，传统上各
种服务设施比较简陋、服务内容也较简
单。但是，日本自 2005 年开始实施道
路公团民营化，按区域成立 4 家高速公

路株式会社后，经营效益成为重点内容
之一，高速公路的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获得了明显提升。

近日，记者来到距东京 80 公里的
东北道高速公路羽生服务区，200 个车
位的服务区算不上大休息站，但商业服
务规模和质量却堪称一流。餐饮休息
大厅建筑面积 2000 多平方米，15 家餐
饮、商店营业服务。服务区经理斋藤告
诉记者，这里的餐饮和零售店铺可以满
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在餐饮方面，不再
满足于简单地让旅客填饱肚子，而是突
出强调高质量的餐饮和服务。休息厅
门口有一家尊达茶寮咖啡店，据说是仙
台最著名的点心、咖啡馆，这让刚出东
京的旅客瞬间就能感受到仙台的风
味。拉面、汉堡、咖喱饭样样都按市面
正规店标准制作。同时，商店里摆放着
东京、横滨的特色商品，旅客顺路就能
置办好走亲访友的礼物。据介绍，为提
高经营效益，原服务设施较少的停车区
内扩建了许多商业服务设施以增加营
业收入。斋藤说，羽生休息区年旅客流
量达 400 万人次，营业额达 22 亿日元，
仅 4 名职员管理的这一个休息区每年
为公司盈利数亿日元。

东日本高速道路株式会社广报部川

上圭介表示，民营化后公司更加强调为
旅客营造舒适、卫生的休息环境，通过提
高服务质量赢得经营效益。特别是服务
设施越来越齐全，厕所、休息区等环境越
来越干净，旅客满意度明显提升。

协同指挥作业确保畅通

为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通畅，高速
公路公司特别重视交通和设施的安全
管理。仅东日本公司就在埼玉市、仙台
市、新潟市建有 3 个道路管制中心。记
者在埼玉管制中心看到，一面 5.5 米高
17 米宽的大屏幕将该公司运营管理的
高速公路实况全部展现在面前，40 多
名指挥人员按交通管制、道路事故处
理、设施控制等分组监控、指挥处理有
关情况。其中，交通管制部门通过视频
监视车流状况，值班台上通过接听道路
专线求救电话、手机报警、路上巡逻车
报告、交通流量电子测量仪收集路况信
息，指挥中心对这些信息研判后，随时
通过电子导航仪、公路信息板、广播、网
站等实时播报路况信息，遇事故、拥堵
等情况时指挥后续车辆合理避让。同
时，通过驻扎在指挥大厅的警察、消防、
救护、清障等部门协调有关机构前往应

急处理相关情况。据介绍，该指挥中心
每年处理交通事故、撒落物品、车辆故
障等约 10 万起，保障了高速公路的安
全通畅。设施管理部门负责监控收费
站设备、道路两旁的显示牌、监视摄像、
隧道信号及隧道内的灯光、通风、消防
等设备运行情况。例如，隧道内车辆发
生自燃，指挥中心会及时在隧道口亮起
红灯阻止后续车辆驶入，启动排烟系
统，并在 3 分钟后启动喷水灭火功能。
与此同时，协调就近的消防、急救、设施
维修部门协同作业。

据介绍，该中心是日本2年前新建的
最先进管制中心，大楼可以抵御7.3级地
震，楼顶建有直升机坪，自备的发电机、
水源和储备物品保障了在发生重大灾害
时也能维持运营。特别是各管制中心之
间有数据线相连，一旦其他管制中心停
运，这里可以代理指挥，保障道路畅通。

川上圭介举例说明了高速公路在社
会生活中的特殊定位：2011年东日本大
地震、海啸之后，铁路被毁、机场停用，高
速公路虽然也出现了部分损坏，但最终
是高速公路将全国消防、医疗和救灾物
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了灾区，灾区伤员也
得以及时运出。因此公路是经济、社会
最基础的生命线。

提起香甜丝滑的巧克力，不

论是可爱的儿童，还是恋爱中的

青年男女，或者爱吃零食的老

人，都会忍不住咽下口水。以可

可为主原料，巧克力含有丰富的

铁、钙、镁、钾、维生素A、维生素

C 和可可碱，由于通常添加糖

分，口感柔和甜美，具有很高的

能量值，故而吃巧克力也能给人

“恋爱的感觉”。巧克力中的可

可碱有较强提神功效，因此在体

育比赛等场合，也不可或缺。

自 16世纪哥伦布从南美大

陆将巧克力制作方法带入欧洲

后，这一食物很快风靡全世界。

现在，世界上有 20 多家巧克力

博物馆，多半集中在欧洲。据统

计，2017 年，善做甜点且爱吃甜

点的法国人年人均消耗巧克力

3.6 公斤。不过，也有一个奇怪

现象，世界可可生产第一大国科

特迪瓦（占比41%），人均巧克力

消费还不到500克，不到法国的

七分之一。导致这一现象的原

因，除了饮食习惯不同外，也与

农业产业化存在差距有关。

怎么能让科特迪瓦人消费

更多的巧克力，怎样提升本国第

一大出口经济作物可可的附加

值？科特迪瓦政府和相关从业

者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

作为巧克力的主要原料，可

可主要生产于西非地区，科特迪

瓦与加纳的产量就占据了世界

总产量的60%，主要出口西欧和

北美地区，多以出口可可豆为

主。科特迪瓦虽然是世界最主

要的可可产区，但千百年来当地

人并没有食用巧克力的日常饮

食习惯，很多人在可可生产和运

输领域工作，但却认为这只是一

份与出口有关的生计而已。在

很多当地人看来，可可是法国殖

民者强迫他们种植的，他们原先

的农作物里是没有可可的。

为了让当地人消费巧克力，

科特迪瓦可可生产协会表示，首

先要在这些从业者中寻求突破，

让他们了解到食用巧克力对身体

有好处，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

零食，以此带动更多的科特迪瓦

人了解巧克力，进而消费巧克

力。其次，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

产业化，实现可可就地加工和巧

克力生产本土化，降低巧克力价

格，使更多当地人吃得起巧克

力。同时进一步提高可可的产

品附加值，增加农民和国家的收

入。受国际市场供大于求的影

响 ，2017 年 可 可 价 格 下 跌 到

1820 美元/吨,创 2013 年以来的

新低。因此，加快提升可可的附

加值，摆脱初级农产品价格受制

于人的被动局面，也是摆在科特

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目前，在

科特迪瓦超市里的本地巧克力

售价高达 1500 西非法郎一板

（约17.7元人民币），本地手工巧

克力售价为 2900 西法（34.3 元

人民币），外国进口巧克力则高

达 3000 西 法 到 4000 西 法（约

35.5 元 人 民 币 至 47.7 元 人 民

币），本地生产的可可，漂洋过海

在国外加工一下加上运费关税

又回到超市货架上，就变成了

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普

通科特迪瓦人难以承受如此高

昂的价格。虽然贡献了世界第

一的产量，但 65%的可可都被

用作出口。

为改变这一状况，科特迪瓦

政府决心到 2020 年，把可可的

本地加工率从 35%提升到 50%，

并颁布了相关配套补贴措施，鼓

励更多外国企业到该国从事可

可加工业务。目前，已经有中

国、法国、黎巴嫩等多国企业响

应号召，在当地兴业办厂，就地

收购、加工、生产，同时也带动了

当地就业与配套经济的发展。

对于许多非洲国家来说，

实现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产品

附加值，扩大本地市场，逐步实

现工业化，是眼下正在抓紧推

进的计划，也是国家未来发展

的蓝图。相信在科特迪瓦政

府、生产者、外国企业等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会有越来越多本

地人能吃上价廉物美的本土巧

克力，世界各地的超市里，也会

摆上科特迪瓦自己生产的巧克

力产品，给世界人民带来口福，

给当地人带来更多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