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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困扰意大利与欧盟数月的意大
利新政府组建终于“尘埃落定”，在经历了
一波三折的组阁进程后，最终由五星运动
党和联盟党组成了新一届联合政府，朱塞
佩·孔特作为意大利总理正式就职。这也
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产生的首个民粹主
义政府。此前引发争议的“疑欧”政治家
保罗·萨沃纳担任欧洲事务部长，将负责
意大利与欧盟的事务协调，五星运动党领
袖路易吉·迪马约与联盟党领袖马泰奥·
萨尔维尼均出任副总理。有外界担忧，缺
乏足够从政经验的孔特，未来可能会在两
个民粹副总理的“强势夹击”下难有作为，
扮演内阁中“老好人”的角色。欧盟未来
在诸多领域将不得不与意大利展开“拉锯
战”式的艰苦协调。在民粹主义的干扰与
威胁下，欧盟推行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在此轮意大利政坛动荡之际，“意大
利脱欧”一跃成为了热门词汇。尽管有新
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意大利无意退出欧元
区，但由于经济常年不景气，意大利民众

近年来心态失落，对欧盟与欧元区的不满
情绪在欧盟成员国中位居榜首，这已是不
争的事实。欧盟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如按
2010 年不变价格统计，意大利国民收入
自 2000 年以来仅仅增长了 3%，德、法两
国民众同期的收入增长则分别达到了
24%与22%。经济增长的失衡与失速，导
致民粹主义人气在意大利国内快速上升，
意大利也就因此变成了欧盟中的又一个

“问题儿童”。
从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的联合执政

计划看，这份执政纲领预计将会使意大利
与欧洲面临长期的风险考验。在意大利
国内，新一届政府积极主张“以宽松促增
长”，这将进一步提升意大利的财政负
担。倘若意大利未来的复苏进程不如预
期，该国本已严峻的债务问题将进一步恶

化。可以说，本届意大利政府对于经济增
长的设想颇有“豪赌”的意味。

在欧盟与欧元区，意大利未来将不可
避免地与欧盟在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等问
题上“讨价还价”。这一方面为欧元区复
苏前景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另一方
面也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在货币政策正常
化的考量中更加谨慎，导致欧盟与欧元区
统一决策出现拖延与波折。

日前，意大利新政府与欧盟在难民接
收事务上展开了首次“较量”。在6月5日
举行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意大利不仅
指责欧盟现行难民政策，还拒绝了欧盟轮
值主席国保加利亚提出的难民政策改革
设想。据悉，保加利亚为了促使各国达成
共识，推出了妥协版本的难民政策修改
案，建议减轻意大利、希腊等难民接收“一

线国家”的压力，将这些国家对入境难民
的“负责年限”降至8年，并提议欧盟委员
会重新考虑对现有难民的“摊派政策”，提
升成员国对难民接收数量的自主性。

不过，意大利似乎并未接受轮值主席
国的“好意”，表示拒绝接受上述提议，并
认为8年的“负责年限”依然过长，应降至
2 年。意大利代表同时还批评欧盟对南
欧国家的支持力度过小，强调“意大利不
是难民大本营”。

此间有欧洲媒体认为，意大利新一届
民粹政府初步显现出了“重民主、轻治理”
的执政思路，将意大利国内面临的一系列
问题均推给欧盟与欧元区，不断煽动意大
利国内乃至欧洲其他国家民众的“疑欧”
情绪，这将严重影响欧盟重塑团结的努
力。为了平息外界对欧洲一体化信心的
质疑，欧盟高层官员连日来密集发声，呼
吁欧盟各国保持团结统一，遏制“离心力”
对欧盟改革前景的阻碍。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
欧洲人应对欧元感到自豪，欧元不仅没有
分化欧洲，而且保护了欧洲。容克承诺，
他将继续确保经济复苏成果惠及民众，使
欧盟得到全方位的加强。

民粹阴影笼罩欧盟改革进程
陈 博

随着意大利新一届政府正式上台，近期沸沸扬扬的意大利政坛终
于趋于平静。但在欧盟内部，带着民粹主义“标签”的本届意大利政府
似乎将扮演“搅局者”的角色。意大利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欧元区第
三大经济体，可能成为未来欧洲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一个新“火药桶”，
欧盟未来改革路径亦随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近日，韩国首尔举办“第
16 届国际茶文化展览会”，
多家中国展商前来参展。展
会上，韩国参展商家主打韩
国绿茶，中国商家则以普洱
茶等多品种茶叶参展，尽显
中国茶文化底蕴。在现场，
中国商家展示中国传统茶
艺，并通过翻译向韩国顾客
讲解茶文化知识和中国茶
具、茶叶的特点。

图为中国商家冲泡茶叶
供韩国顾客品尝。

本报记者 白云飞摄

中国茶文化
走 进 韩 国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
尼政府日前取消对糖类产品所得税，以
确保政府采购价维持在每千克9700印
尼盾（约合69美分）水平。

印尼贸易部长路奇塔表示，由于产
糖成本持续攀升，糖类产品市场价格上
限已达每千克12500印尼盾，导致政府
采购价上浮压力升至每千克 10500 印
尼盾，“为保持糖类市场价格稳定，政府
决定取消糖类产品所得税”。

据了解，印尼是糖类产品生产和消
费大国，此前印尼政府对已登记和未登
记的产糖农户分别征收1.5%和3%的所
得税。印尼农业部曾于今年3月份建议
政府提高糖类产品采购价格。此次免税
受到了广大产糖农户的欢迎。

印尼取消糖类产品所得税

近年来，中法经贸合作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法国各界普遍看
好中法合作带来的发展机遇，期
待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展合作，促
进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不断升级。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认为，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国
际上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显
示出其强大的活力。法国致力于
建设多极世界，支持有利于促进
和平合作、繁荣发展的倡议。因
此，法国将积极参与到这一促进
实现亚欧之间政策沟通、基础设
施联通的重要倡议中来。拉法兰
认为，“一带一路”是一项动员全
世界的倡议，不仅对中国有积极
意义，也对中亚及欧洲拥有重要
意义，将进一步带动欧亚大陆经
贸、人文与学术等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法国还将借助其在非洲发
展的优势与影响力同中国就在非
第三方市场展开积极合作。拉法
兰认为，法国应继续和中方及“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携手，共商、共
建、共享，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
之路、文明之路。

法国里昂大区副主席阿兰·
加利亚诺表示，里昂对“一带一
路”倡议始终持积极响应态度。
里昂地处罗纳河与索恩河交汇
处，是地中海通往欧洲北部战略
走廊上的重要支点，“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为里昂带来了众多发展
机遇，如中欧班列的运行使当地
企业享受到了更加便捷的运输方
式，进一步拓展了出口市场，深度参与到中国庞大的国际
化市场，切实分享到了中国发展红利。加利亚诺说：“‘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两国国家层面的密切
往来中，更体现在中法两国城市间的近距离接触中。
2018 年是广州与里昂缔结友好城市 30 周年，希望能够
借此机遇进一步深化双方贸易投资合作，共同拓展在高
新技术产业、健康医药等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马克·达尼埃尔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在
新时期的发展理念与开放态度，其展现的国际多边主义
发展观与合作观也是法国和欧洲一直秉持的。在这方
面，法中两国拥有共同的理念，双方拓展合作将有助于促
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再平衡，共同应对当前部分国家与地
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挑战。

达尼埃尔说，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很多法国
企业积极与中国企业对接，在多领域拓展并加深了与中国
的合作。中法两国的不断努力也为“一带一路”框架合作赋
予了“多维意义”，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多领域的战略
合作在该框架下开启。达尼埃尔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深
刻变革、全球经济与全球化发展面临保护主义抬头威胁的
关键时刻，“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平
台，为建设更开放、更稳定和更繁荣的世界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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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区右安南桥
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1100009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00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30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2号院6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04日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048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02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3月2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1单元1101、

1201内1-5、13-16号、01层（01）111单元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0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外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19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05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甲28号院16号楼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16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1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06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03月0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62号中关村资本大厦1

层以及5层507室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16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枫丹壹号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21100008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07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5月17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鹿华路5号院13号楼109及110室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21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外支行
机构编码：B0012S21100005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08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5月1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一层107号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21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环新城支行
机构编码：B0227S21100021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09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东路58号院1号楼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21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支行八大处分理处
机构编码：B0227U21100011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1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路28-甲1幢1层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21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科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16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11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6月11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三区5号楼1层

01、04、06单元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31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三环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7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12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6月04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18号院2号楼101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06日

北京金隅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181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13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09月26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 1 号楼 B2101-

2107房间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06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经过前些年的结构调整和品质提升，当前广西农业特色产
业焕发出熠熠光彩。糖料蔗、秋冬菜、桑蚕茧等大宗农产品和食用菌、水牛奶等特色农产品
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休闲农业强劲发展，有机循环农业风生水起，绿色、有机产品远销国内
外。广西正在实施的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品种品质品牌“10+3”提升行动，让广西农业产业
逐渐实现由粗放式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由产品数量竞争向品牌质量竞争转变。

打造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是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重要平台。截至2017年底，全区累
计启动创建各类示范区1730个，其中考评认定了自治区级147个、县级228个、乡级310
个，成为广西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一道亮丽风景线。

为了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给，确保农产品质量和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广西
农业部门按照“产业发展生态化”的生态经济理念，积极推进西江水系“一干七支”沿岸生
态农业产业带建设试点工作，同时在全区开展生态养殖场认证。到2017年12月底，全区共
有3929家畜禽规模养殖场通过生态养殖认证，生态养殖比重达52.55%。

为了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广西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休闲
农业、农村电商、健康养生等新产业新业态。到2017年底，全区累计建立农家乐近4800
个，乡村旅游点1320多个，规模休闲农业园756个；年接待游客63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20%；产业总收入230亿元，同比增长20%。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必须打牢发展基础。为研发推广适合广西丘陵地区使用的小农
机，自治区农机局正组织开展联合攻关，到2020年争取建成30个山地特色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创新示范基地。同时，广西正在开展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建
设，目前共育成新品种530多个，获得科技成果奖141项，成为农业发展的强大引擎。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广西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高标准农田和“双高”糖料蔗基地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增点扩面提质升级目标全面实现，主
要农产品初加工转化率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为实现这一目标，广西
当前正实施特色农业强优工
程，加快农业结构优化和绿
色 转 型 ， 大 力 推 进 科 技 强
农，发展高附加值优质农产
品，提升农产品加工水平，
打造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升
级版，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实施农业龙头企业成长
计 划 ， 提 高 农 户 组 织 化 程
度，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扩
大农业开放合作，加快实现
由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转变。

·广告

广西：实施特色农业强优工程
推 动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