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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中、欧等
多个贸易伙伴的部分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走势及其将对现行世贸框架产生负面
冲击的担忧。其中，法国也与欧洲其他国
家及中国等国持续加强沟通，希望通过各
方共同协作，坚定捍卫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与多边主义，抵制单边行为与保护主义对
世贸框架的负面影响。

法国官方始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带
有鲜明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持批判
态度，认为这将极大损害全球贸易稳定，
并对世贸框架准则造成严重冲击，法国希
望与国际社会各方一道，通过务实共赢合
作，坚定捍卫全球化贸易基础。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推行保护性
的贸易政策并不能有效打击贸易领域中
存在的不公平行为，还将威胁全球自由贸
易的发展。不久前到访中国的法国总理
菲利普也表示，面对美国当前在多条战线
发动贸易战的行为，法中两国应该建立一

个“强大的多边主义”。
法国学界也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单

方面贸易行为表示担忧，并认为国际社会
各方应迅速采取行动，务实合作，切实捍
卫全球化贸易体系。对于美方近期的一
系列贸易保护行为对世贸框架及全球贸
易的影响，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梅澜瑟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
近期对包括中、欧在内多国部分产品单方
面加征关税的行为，严重践踏了世贸组织
框架准则。尽管美国此前曾公布了对部
分产品与投资的市场调研及进口数据，但
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将包括钢铝在内
的部分产品加入加征关税清单的做法是
不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同时，其在维护国
家安全名义基础上推行的技术转移及产

品进口限制标准也引发了各方的强烈
质疑。

梅澜瑟说：“我们观察到，美国近期持
续调整的贸易政策，愈发无视世贸规则，
其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很多是特朗普本人
的决定，这将进一步引发各方对全球贸易
领域不确定性的担忧，扰乱全球贸易秩
序。”梅澜瑟指出，特朗普政府及其游说集
团曾在多个场合渲染自己是“全球贸易体
系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的利益正在不公
平的贸易合作中遭受损失”。特朗普曾表
示，推出的各项关税措施将使美国更容易
获得胜利。这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在贸易
政策方面秉持的简单“博弈思维”与鲜明
的保护主义，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与外溢
影响将持续冲击现行多边贸易体系，将对

美国在国际上的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
中、欧等国家造成直接影响，同时也会反
噬美国经济。

梅澜瑟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对各国产生着持续性的关税威胁，这将
极大损害当前的贸易格局，增大相关方
与美国在关税及贸易领域产生摩擦的风
险，甚至引发高烈度贸易战，这对多极
化国际格局与全球化贸易体系是极为不
利的。

对于未来中法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
法国经济专刊记者阿巴多说：“法国与其
他欧洲国家在与中国共同合作应对保护
主义冲击方面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与相同
的立场。法国赞赏中国近年来对全球化
与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两国须携手共同
应对未来的挑战。”阿巴多同时表示，当
前，法中在深化双边合作及积极拓展“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方面取得了重
要进展，将为法国未来深度参与中国市
场、分享便利化贸易平台与通道创造机
遇。同时，两国间的务实共赢合作也将为
全球贸易树立“中法版成功范本”，以实际
行动向世界展示双方捍卫自由贸易与多
边主义的坚定决心。

捍卫多边主义 抵制保护主义

法国愿与中国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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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近期表现强势。6月29日，美
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2018年8月期货结
算价收于74.15美元/桶，当周大涨8.12%，
月内急升10.61%。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价
格收于79.44美元/桶，当周攀升4.51%，当
月上涨2.15%，连续第四个月收涨。

国际市场油价上涨，系多重因素影响
所致。一是全球多地出现供应中断事件，
抵消了产油国增产计划带来的利空影
响。虽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
国最终达成协议，同意提高原油产量，但
增产规模低于市场预期，且利比亚、委内
瑞拉和加拿大等地的原油供应均出现下
滑。近期，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重要出

口终端再次被武装组织控制，这使该国出
口水平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利比亚国
家石油公司预计该国石油出口损失将增
加到80万桶/日。委内瑞拉一直面临石油
生产螺旋式下降风险，国际能源署预计到
年底还将有40万桶/日的下降。加之，世
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加拿大最大的油砂
设施出现生产问题，其7月份估计原油产
量损失逾30万桶/日。市场普遍认为，欧
佩克最新敲定的增产协议可能无法提供

足够的石油来缓解即将出现的供应短缺。
二是上周美国官方就他国进口伊朗

原油表态强硬，并敦促盟国在11月4日前
停止进口伊朗石油，虽然此后美国态度有
所缓和，但市场对伊朗原油供应中断仍有
所担忧。伊朗为全球第五大产油国，目前
日产量约为470万桶，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5%，多数出口到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专家
估计，如果其他国家遵从美国牵头的暂停
从伊朗进口原油计划，供应缺口可能高达

150万桶/日。
三是美国的库存数据表现良好，原油

库存及钻井数量下滑，促使油价走高。美
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上
周美国原油库存大幅下降，减少 989.1 万
桶至4.166亿桶，连续3周下滑，且创2016
年9月9日当周（94周）以来最大降幅，市
场预估为减少 257.2 万桶。同时，因二叠
纪盆地原油管道运输瓶颈问题日益凸显，
迫使当地原油生产商放缓油井钻探活
动。美国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发
布的报告显示，上周美国运营的油田钻井
数量为 858 个，比前一周减少 4 个。这是
该数据连续第二周下降，显示美国页岩油
厂商持续增产步伐有所放缓。此外，上周
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再度维持在1090万桶/日
不变，从而使美国原油产量连续第三周持
平，这也为油价带来了有力支撑。

多重因素致国际油价强势上行
黄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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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型连锁零售商布罗伊宁格日前宣布，旗下全德11家百货商场全面引

入中国移动支付方式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图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布罗伊宁格百

货商场，卡通人偶为商场引入中国移动支付做宣传。 （新华社发）
中国移动支付走进德国零售

为期4天的2018年加拿大多伦多烧烤节于6月29
日开幕，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的12家烧烤名店汇集
一堂，为人们炙烤香气扑鼻的各类烤肉。图为烧烤师
在烤架上烤肉。 （新华社发）

多伦多举行夏日烧烤节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中国文化与白
酒品鉴——暨茅台酒历史介绍鸡尾酒会日前在欧洲议
会大厦举行。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欧洲中国传统
文化联合会、茅台集团共同举办了此次活动，旨在向欧
盟宣传中国文化，介绍“国酒”历史。

活动期间，有超过200名欧盟、北约、比利时政要
与官员应邀出席，嘉宾在品尝茅台酒和中西美食之余，
还欣赏了中国书法、太极拳、古筝演奏、中华民族服装
秀等节目。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副主席、欧中友好协会主
席、欧盟预算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沃恩表示，“酒文化”是
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交与商务场合中均扮
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茅台酒在中国已经不是
一种单纯供人享用的白酒，而是变成了中国向全世界
拓展外交关系的“橄榄枝”。

“ 文 化 茅 台 ”走 进 欧 洲 议 会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2日报道，欧盟委员会警告，若美国政府以惩罚性关税
打击汽车进口，可能引发全球对高达近 3000 亿美元
的美国出口产品展开报复。

《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委员会给美国商务部的一
份书面材料报道说，欧盟表示，美国对进口外国汽车
及零配件是否威胁国家安全的调查，可能会使全球经
济陷入全面贸易战，并将损害美国汽车行业的就业
机会。

欧盟委员会在该文件中还表示，征收汽车关税将
是“美国对国际法的再次无视”，此举不会被国际社会
接受，并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声誉”。

该文件警告，欧盟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很可能“对显
著数量的贸易”采取反制措施，涉及贸易额或高达
2940亿美元，占2017年美国商品出口额的19％。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
如果欧盟不尽快消除对美国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美
国将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20％关税。

此前，美国政府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232调
查”，并最终导致对上述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
关税。此举已遭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广泛反对，
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经济体都宣布了针对美国钢铝
关税的反制措施。

欧盟委员会警告美国

加征汽车关税将致美出口遭巨额报复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准备于2019年
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小时 9.19 欧元，上浮 4%。
这一增幅已明显高于德国及欧盟的通胀水平。今年5
月份，德国失业率为5.2%，创历史新低。据欧盟统计
局的最新数据，德国仍是欧盟失业率最低的成员国
之一。

此次提高最低工资的计划是德国政府“两年涨薪
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2020年将德国最低工资
调高至每小时9.35欧元，并将享受最低工资保障的范
围由已有的制造业、公共部门扩大到更多领域。

该计划由德国最低工资委员会提出，将于未来
几个月内由政府审议通过。该委员会采集了来自雇
主、工会官员、学者、研究机构的各方意见，认为
此举不会影响德国经济。从微观经济层面看，如劳
动力成本、单位时间劳动力成本、生产率、收益等
竞争力指标均显示此举不会对经济造成可量化的负
面影响。

德国劳工部部长表示欢迎这项计划，认为这是促
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是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良性运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经济形势向
好的重要表现。同时，这项计划也是雇主与工会间关
于集体工资协议的一部分。德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委员
也表示，此次提薪会拉动内需，总体上能够促进德国经
济发展。

据德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德国有140万员工
享受最低工资保障，东部地区尤为普遍。餐饮业工作
人员、规模较小的企业员工、女性员工及技术等级较低
的工人是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最大受益群体。

最低工资保障是德国上届大联合政府力推的一
项政策措施。在克服了来自雇主及商业游说集团的
巨大压力后，德国政府最终于2015年1月份将最低
工资标准提高至每小时 8.5 欧元。目前，德国正在
执行2017年初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8.84
欧元。

实施“两年涨薪计划”

德拟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至时薪9.19欧元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国际商
品和服务贸易补充数据，同中国教育相
关的个人旅游出口额首次超过100亿澳
元。中国留学生在澳消费额大幅提升，
是澳大利亚教育出口收益增长的重要因
素之一。据悉，教育出口收益包含外国
留学生在澳各方面的消费额度，如学
费、住宿、饮食等方面的生活成本、交
通成本、娱乐休闲花费、澳国内度假消
费等。

据统计，尽管澳对华教育出口增速
从 2016 年 的 35% 放 缓 至 2017 年 的
24%，但连续两年的增长额均为 19 亿
澳元。2017 年中国留学生入学人数增
长了18%，今年一季度增长了16%。澳
大利亚2017年国际教育相关个人旅游
出口总额为 303 亿澳元，较 2016 年增
长 44.7 亿澳元，增幅为 17%。另据

“澳华财经在线”统计，去年赴澳留学
生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大市场中，印度、
尼泊尔、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泰
国和巴西在内的七个市场增长速度高于
2016 年水平。其中，尼泊尔 （50％）、
蒙古 （39％）、土耳其 （34％）、斯里
兰卡 （34％）、哥伦比亚 （34％） 和肯
尼亚（32％）表现尤为突出。

统计显示，澳大利亚各教育部门均
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职业教育与培训增
长幅度领跑其他部门，达到18.7％。其
次是高等教育 （17.7％）、语言课程

（17.7％）。无学历课程和学校教育出口
略有增长，但低于总体趋势，分别增长
16.4％和13.7％。就澳大利亚各区域而
言，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占澳出
口总额增长的 77％，塔斯马尼亚州出
口增长率为41.4％。塔斯马尼亚州学生
的入学率 2017 年激增，增长率达到
32％。

中国留学生消费额大幅提升

澳对华教育出口突破百亿澳元

本版编辑 徐 胥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近
日，韩国银行 （央行） 公布了今年一
季度韩国电子金融服务相关数据。数
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韩国电子金融服
务业务量和交易额均较上一季度有所
增长。

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韩国电子金

融服务业务量共计 2389 万件，交易额
达 5815 亿 韩 元 （约 合 34.5 亿 元 人 民
币），较去年四季度分别增长 0.2%和
13.2%。增长原因一是韩国网络购物越
来 越 普 及 ， 移 动 转 账 业 务 进 一 步 增
长，促使电子支付业务不断扩大，从
而带动了电子金融服务业务量和业务

额整体增长；二是单件业务交易额进
一步增长，韩国单件电子金融业务交
易额今年一季度为 24340 韩元，较上一
季度的 21555 韩元上涨了 12.9%。除此
之外，韩国快捷支付及转账业务的交
易量和交易额也较前一季度有较大幅
度增长。

韩国一季度电子金融服务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