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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欧三方 5 月份前瞻经济数据日
前均已出炉。系列数据显示，一季度开始
出现的美国一枝独秀态势或将在二季度继
续上演，英国二季度经济增速虽有可能反
弹，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仍面临挑战，欧
元区二季度增速继续走弱是大概率事件。

最新公布的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
瞻数据继续走强。其中，美国供应管理协
会制造业指数从 4 月份的 57.3 上涨至
58.7，连续21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最新非
农就业数据也是大幅超出预期。此前，市
场预计非农就业数据为18.8万、失业率为
3.9%，最新数据分别为超预期的23.3万和
3.8%。上述前瞻数据的强势表现也预示
着美国二季度经济将继续走强。

相比美国数据的红火，大西洋彼岸的
数据则黯然失色。或许稍令投资者安慰
的是，英国近期PMI数据似乎呈现出触底
反弹态势。马基特公司最新英国PMI数

据显示，占据英国经济主体地位的服务业
继续从3月份低谷中恢复，5月份PMI 数
据为54，较4月份的52.8改善明显。马基
特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表
示，预计二季度英国总体经济增速可能维
持在 0.3%至 0.4%之间，较此前一季度
0.1%的增速改善明显。

但是，英国近期PMI数据亮眼之处或
许也仅此一项，更多分析师关注增速数据
背后的细节数据，以及其所反映出的未来
增长动力不足问题。针对服务业PMI数
据，威廉姆森表示，服务业新订单态势非
常令人担忧，将极大影响服务业的后续增
长。受调研企业反映，未来脱欧不确定性
持续对消费开支和企业商业信心造成压
力，因此新增订单数量已经下降至 2016

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针对制造业PMI数据，马基特公司负

责人罗博·德博森表示，初看 5 月份数据
的确有所改善，但是并不能确定复苏动力
的稳定性。制造业新增订单大幅恶化并
转入下滑区间。同样面临原材料和工资
成本上升挑战的制造业厂商尚未适应需
求下滑的业务模式，未来可能面临销量不
足和库存积压问题。

正是由于上述数据反映出的不确定
性，当前各方对于英国经济走势开始出现
分歧。其中，马基特公司表示，虽然二季
度 GDP 增速反弹几成定局，但是考虑未
来增长动力的波动，不确定上述反弹是否
意味着新的持续稳健增长。凯投宏观高
级英国经济学家鲁斯·格里高利则表示，

近期产出数据和PMI数据的改善表明，英
国经济走势与英国央行5月份预期一致，
一季度 GDP 走低属于暂时现象，二季度
之后经济将逐步改善。

近期欧元区前瞻数据的发布强化了
“欧元区经济将走弱”的判断。凯投宏观
经济学家杰西卡·辛迪斯表示，最新欧元
区4月份零售业数据虽然有所改善，但是
预计欧元区GDP增长疲弱的态势还将在
二季度延续。数据显示，虽然5月份欧元
区综合 PMI 维持在行业枯荣线以上的
54.1，但是年初以来的持续下滑态势仍在
延续。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分别为15个
月低点的55.5和16个月低点的53.8。威
廉姆森表示，多数受访企业认为政局和贸
易环境不确定性正在加速冲击欧元区需
求，也造成了新增订单数量增速下滑，欧
元区新增订单总体增速下降至19个月的
低点。因此，威廉姆森表示，预计 5 月份
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下降至一年半以来的
低位，二季度也将成为 2016 年以来的最
差季度。事实上，当前欧元区增长前景已
经较年初的乐观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5月份前瞻经济数据显示——

美英欧经济基础面差异明显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中韩
两国隔海相望，随着中国不断加大对外开
放力度，近年来两国人员往来呈现不断增
多的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食品出口韩
国的潜力巨大。

从韩国当地销售渠道来看，销售中国
食品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韩国国内大
型超市，主要销售中国知名品牌零食、调
料、酒类，其特点是超市本身知名度和影
响力大，销售的中国食品多为中国知名品

牌商品，但品种相对较少。另一个是华人
华侨经营的小商店，特点是中国食品种类
丰富，但在国内认知度相对较低的品牌商
品较多，且店铺本身影响力有限。

从需求和消费人群来看，越来越多的
韩国民众逐渐熟悉并喜爱上中国食品。
例如，韩国消费者有下班后多轮聚餐喝酒
的社会习惯，这其中中国酒和啤酒的人气
越来越高。但是，品牌和种类都比较单
一。此外，韩国国内华人华侨群体较大。

韩国法务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韩国定
居的华人华侨共有 50 余万人，每月往来
中韩两国的中国人达30万左右。这些人
群对各类中国食品具有较大需求。同时，
中国餐馆近年在韩国不断增多，对调味
品、零食、酒类的需求也整体呈现扩大趋
势。总体而言，中国食品在韩国市场的销
售潜力巨大，需进一步深入挖掘。

图为韩国某大型超市里摆放的中国
食品。 白云飞摄

中国食品在韩国销售潜力有待挖掘

纽约世贸中心三号楼启用

6 月 11 日，纽约世贸中心三号楼举行启用仪式。
世贸中心三号楼高1079英尺（约329米），是纽约市的
第五高楼。图为世贸中心一号楼的影像映射在世贸中
心三号楼的外立面上。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银行（央行）
日前公布了韩国 2018 年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

（GDP）数据。数据显示，由于去年第三季度韩国经济
增速相对显著，去年第四季度GDP虽同比增长2.8%，
但环比负增长0.2%。韩国今年第一季度扭转态势，各
产业均呈增长态势，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2.8%，环
比增长1%。

从各产业情况来看，韩国农业第一季度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4.1%，环比增长6%。在半导体、机械装备产
业的带动下，韩国制造业第一季度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2.7%，环比增长1.6%。在住宅建设等带动下，韩国住建
业第一季度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2%，环比增长2.1%。
在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的带动下，韩国服务业第一季度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1.1％。

韩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2.8%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南非统计局
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南非经济环比负增长
2.2%。这是继2009年一季度负增长6.1%后，近10年
来南非经济出现的单季最大幅度下滑。

分析数据显示，农业、矿业与制造业是造成经济下
滑的主要原因。其中，农业下滑了24.2%，是2006年
二季度以来最大单季跌幅。2017年，全年农业表现相
对较好，但由于大田作物与园艺作物产出下降，一季度
农业未能延续积极态势。黄金、铂族金属与铁矿石等
产品产量下降导致矿业在一季度下滑了9.9%，降幅较
去年四季度的4.4%有所扩大。此外，由于石油化工产
品与钢铁产品等产量下降，制造业产出下滑了6.4%。

南非一季度经济负增长2.2%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政府日前举
行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提出了经济财政政策和改革基
本方针，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要扩大引进外国劳动力，
以解决本国劳动力不足问题，这标志着日本外劳政策
和外国人管理政策出现重大转变。

日本政府提出，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影响了日本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急需设立新制度，扩大
引进具有一定专业性和技能的外劳人才。为此，将从明
年4月份开始设立新的居留制度，对一些劳动力明显
不足，甚至影响行业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开放引进外劳。
目前，初步认定的 5 个领域包括农业、护理、建筑、住
宿、造船等行业。计划到2025年引进50万新外国劳动
力，规定只要达到一定的技能水平和简单语言能力，即
可来日本就业，且专业领域资格考试合格，可取消居留
期限，允许家属同往。具体标准将在不久后出台。

以往，日本一直禁止单纯劳动性外国人就业，只允
许医生、律师、厨师等专业性人才在获得日本职业资格
后就业。这一政策被批评为“岛国意识”“锁国政策”。
随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发展，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
中期开始出现用工荒。一些城市服务业靠留学生充当
小时工，农业及中小企业作坊则以招用外国实习生名
义弥补一时之需。但是，每周工作时间、签证年限等限
制较多，实习生最长5年就得回国，且在工资、社保等
待遇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对待。

据统计，目前有128万外国人在日本就业，占日本
劳动岗位的 2%。其中，实习生有 25.8 万人，多在农
业、食品制造、建筑等领域承担日本最低端的劳动作
业。预计，未来劳动力缺口将更大，到2025年仅老年
护理领域就会出现38万个岗位缺口。为此，日本经团
联等经济界行会组织一直呼吁政府放宽限制，引进外
劳支撑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日本社会学、法学界
专家也呼吁政府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制度和劳动环
境，企业也要保证外国劳工享受同工同酬和社保待遇，
以免引发新的不平等和社会分裂。

政策出现重大转变

日本到 2025 年将新引进 50 万劳动力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6
月12日，海南航空正式开通中国大陆首
条直飞爱尔兰和苏格兰航线，为中国、英
国和爱尔兰3国旅客提供更为便利的出
行条件。

据介绍，此次开通的北京至都柏林
和爱丁堡的串飞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执飞，每周4 个往返航班。针
对新航线，海南航空与境外航空伙伴合
作推出了丰富的联运产品，以满足旅客
多样化需求。旅客可便捷中转联运，飞
抵更多目的地。此外，海南航空还将推
出多种类往返套票，公务舱豪华专车接
送服务等旅行产品，为旅客打造了更加
完美的飞行体验。

当日，苏格兰爱丁堡机场和爱尔兰
都柏林机场为庆祝航线开通分别举办
了盛大的开航庆祝活动。海南航空董
事长包启发表示：“此次北京至都柏林、
爱丁堡新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为中
国、英国及爱尔兰游客、留学生、商旅人
士提供往来便利，推动多边经济、文化
交流。”

海航开通直飞爱尔兰和苏格兰航线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
道：津巴布韦内政部长奥波特·姆波夫近
日宣布，从今年7月1日起，中国赴津游
客可以享受落地签证政策。

据了解，目前到津巴布韦旅行的中
国游客只能参加旅行团，而且所属旅行
社只有得到津方认可后才能享受落地签
政策，否则都需要提前在国内办理好津
巴布韦签证。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黄屏表示，新
的签证政策有助于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和
投资者，助力津巴布韦发展。津巴布韦
政府计划未来 3 年吸引至少 10 万中国
游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赴津
中国游客数量为2730人，低于去年同期
的10173人。

津巴布韦开放对华落地签政策

本版编辑 徐 胥

制造业和服务业走强，美国经济持续良好增长态势

服务业从低谷中恢复，英国经济整体增速明显改善

制造业和服务业疲软，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11 日发表在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研究
显示，随着气温上升，到本世纪末，全球
玉米主产区同时歉收的可能性会大幅
增加。

据这项由美国华盛顿大学领衔的研究
显示，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乌克兰是全球玉
米主要出口国，占全球玉米出口量的87％。
目前，4个玉米主要出口国一年内同时歉收

（产量比常年降低一成）的概率几乎为零。但
研究预测，如各国实现减排目标，即在本世
纪末将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增长控制在2摄
氏度以内，上述4国同年玉米歉收的风险会
增加到7％；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增长，
地球表面平均气温在21世纪末将会升高4
摄氏度，这种风险则会增加到86％。

研究显示，温度升高将严重影响美国
东南部、东欧和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玉米

平均产量，并增加美国等主要出口国的玉
米产量波动性。

华盛顿大学大气科学教授戴维·巴蒂
斯蒂说，即使乐观估计，到本世纪中叶，美
国玉米产量两年间的产量波动性也会增加
一倍，其他主要玉米出口国的情况也一样。

研究人员表示，农作物产量的变化是
国际市场食品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对食
品安全和贫困消费者购买力有很大影响。

气候变暖可能增加全球玉米歉收概率

本报纽约6月12日电 记者朱旌报
道：世界贸易组织等多家机构负责人6月
11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贸易政策合作与
协调对世界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重要，应对全球挑战需要在经济政策上开
展合作，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不容动摇。

声明称，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增长，国
际组织需要表达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大力
支持。国际贸易和市场开放对于在全球
范围内提升增长动力、促使全球价值链有
效运作以及在较大范围内创造就业和消
费机会十分重要。世贸组织将继续努力
改善和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系及其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在促
进世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方
面，世贸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极
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并将
继续在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发挥核心

作用。世贸组织成员需要加强沟通，维护
并提升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职能，这
对确保贸易公平至关重要。

声明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气候变
化、自然灾害、流行病以及冲突、暴力和被
迫流离失所等危机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越
来越严峻。这些挑战无法在一个国家内
得到解决，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
全球关注、全球负责和全球解决方案，有
效的多边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声明指出，数字技术是一个充满希望
的新趋势，在带来巨大增长潜力的同时，
也将带来严峻的挑战。新工业革命已经
改变了工作、生产、贸易的形式和投资范
围、规模、速度及模式，改变了各国之间的
比较优势，打破了商品和服务之间的传统
界限。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正在制定战
略，支持经济适应数字化发展，使每个人

都能从技术创新中受益。
声明指出，非洲的安全、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仍然需要得到关注。各方应在支
持私营部门在投资、促进工业化和增加非
洲参与全球价值链等方面作出努力，帮助
非洲国家融入并受益于多边贸易体系是
各方的共同目标。

声明指出，全球经济形势依然有利。
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3.8%。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年至2019年全
球经济增长将略有回升，达到3.9%。尽管
贸易限制政策持续升级可能导致贸易额
大幅减少，但世贸组织预计 2018 年全球
商品贸易额将增长 4.4%。与此同时，国
际劳工组织预计2018年全球失业率将小
幅降至5.5%。

声明称，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看
好，但金融状况突然收紧、资本流动逆转

加剧以及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贸易紧
张局势升级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不容
低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
“笼罩着世界经济的乌云正变得越来越
重，最大和最重的乌云是信心的恶化”，因
为既有处理贸易关系的方式和多边组织
运营模式遇到了挑战。这种对世界贸易
体系的挑战正在不断损坏商业信心，并把
世界经济置于风险之中。

当天共同发表声明的国际组织领导
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国际劳工组织总
干事莱德、世贸组织总干事阿兹韦多、世
界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格奥尔基耶娃和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德西纳。德国总理
默克尔当天在德国柏林也参与了联合声
明发表活动。

世贸组织及多个国际组织发表联合声明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不容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