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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阿联
酋、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进行国事访
问，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过境毛里求斯并进
行友好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
任徐秀军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访问的国家多、参加双边及多边的活
动多是此次习近平主席出访的一大特
点。此访足以证明非洲在中国对外关系
中极具特殊性。

徐秀军指出，从历史渊源看，中非关
系基础深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合作
一直是中国对外合作的典范。进入新世
纪以来，中国与非洲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又有了长足发展，目前仍保持着良好的发
展势头，真正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从新形势看，中非合作机遇和挑战并
存，但合作前景广阔。在“中非合作论坛”

机制推动下，中非合作在近18年来取得
了快速和全方位发展。中国已超越美国
连续9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
洲也成为中国第三大海外投资市场和第
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

徐秀军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
要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如今已
成为发展中非合作的两大重点。对基础设
施等互联互通项目的投资带动了非洲的工
业化发展，推动实现减贫和发展的“非洲
梦”，更是成为凝聚中非关系的新共识。“一
带一路”倡议能够得到非洲国家的积极响
应，反映出倡议本身对非洲发展中国家有
很强的吸引力，同时也表明，非洲国家对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有着热切期待。
连接中东非的“千丘之国”卢旺达是

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的国家。“这表明中
国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徐秀军表示，这
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国家不论大
小、强弱、贫富，中国都真心想与他们做朋
友，都将以适当形式维护和加强双边以及
多边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
坛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对非合
作，支持非洲发展，努力把金砖国家同非
洲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的样板。对此，徐
秀军表示，这是对加强中非合作，加强与
金砖国家和更广大发展中国家间合作作

出的庄严承诺，是呼吁进一步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务实
行动。

徐秀军表示，当前全球治理挑战不断
增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势而动，习近平
主席强调将继续敞开大门搞建设，继续创
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继续大力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辟了新空
间。一方面，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世界
传递出了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决心；另一方面，在汇聚了众多发展中
国家参与的多边场合发表这番讲话，提振
了发展中国家应对外部挑战的信心。

“金砖合作机制不仅是金砖五国合作
的重要平台，也是南南合作以及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
平台。”徐秀军表示，这种独特定位，决定
了金砖合作将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中大有可为。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综合实力日益提升，合作机制化进
程不断推进，金砖国家的凝聚力、吸引力
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

金砖合作在世界政经体系中大有可为
——访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徐秀军

本报记者 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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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部部长勒梅尔近日在访问
意大利期间与意财长乔瓦尼·特里亚就
共建欧元区银行业联盟、对区外数字服
务征税等多项议题达成一致。

勒梅尔在访问罗马时表示，法国政
府与意大利新政府在共建欧元区银行业
联盟方面具有“共同愿景”。勒梅尔称：

“法国目前已与德国就欧元区改革提出
了多项建议，我们也与意大利政府就其
中的多项建议达成一致。”此前，因“水瓶
座”号难民船事件，法意两国关系曾一度
出现紧张局势，特里亚甚至取消了原计
划在6月中旬的访法行程，但此次面对法
方的诚意，意方表态积极，并强调将在未
来的欧元区议题上与法国加强协调。勒
梅尔对此访评论道：“我们对欧洲建设与
加强商业关系具有共同的意向，意大利
具有鲜明的欧洲意志，法意双方共同认
为须通过加强欧元区银行业联盟确保区

内经济安全与金融稳定。”
据了解，此次法意两国财长协调取

得了颇多成果。一是法意双方同意将加
速欧元区银行业联盟建设各项工作，并
将构建共同的欧元区预算作为“优先事
项”；二是法意双方同意加速推进欧盟提
出的“到 2018 年底对数字服务征税”提
案；三是在与意负责经济发展与社会政
策的“五星运动党”负责人卢齐·迪马里
奥会面时，勒梅尔提出了“推动重新制定
欧洲工业战略”建议，并获意方积极
回应。

同时，法意两国财长此次还就双

方的既定合作项目交换了意见。一是
法意曾在 2017 年 9 月份就意大利 Fin-
cantieri 收购法国 STX 造船厂股权，并
联手打造“欧洲冠军造船巨头”一事
达成合作路线图，但因法国政府内部
分 歧 被 迫 搁 浅 。 勒 梅 尔 在 此 访 中 表
示，双方企业合作正有序开展，并将
就具体的合作方式持续协调。二是在
法国里昂至意大利都灵间的高速铁路
项目方面，虽然两国政府已达成初步
意向，但意政府内部部分人士仍认为
这将造成“巨大的浪费”，项目还需等
待意政府的“最后首肯”。

法国媒体分析认为，虽然此次法意
两国财长在欧元区改革议题上达成重要
共识，两国关系也出现初步缓和，但法意
两国间的深层次合作仍将面临多重挑
战。首先，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
大利的经济指标仍不容乐观。据官方机
构最新统计，意大利二季度经济增速仅
为 0.2% ，6 月 份 失 业 率 更 是 上 升 至
10.9% ，24 岁 以 下 青 年 失 业 率 高 达
32.6%，薄弱的经济基础与新政府的各项
新政将增大双方合作的不稳定性。其
次，意新政府内部仍存“疑欧情结”，如意
内政部部长就曾多次批评欧盟“缺少客
观性与诚意”。法国媒体认为，意新政府
的“极右标签”与新政府内部存在的“疑
欧情绪”将直接影响其与法、德等欧元区
国家就区内改革议题的协调。最后，虽
然法德此前已就欧元区改革框架达成共
识，但双方在共同预算额度及救助框架
等多个核心议题方面仍存分歧，加之法、
意当前在多个既定合作项目中“止步不
前”，将增大未来法国政府在德、意间多
方协调的难度与压力。

多项议题达成一致 企业合作有序开展

法意同意共建欧元区银行业联盟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法意两国财长近日就加速建设欧元区银行业联盟，推进欧盟提

出的“到2018年底对数字服务征税”提案，以及落实“推动重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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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经济不景气、国内“疑欧情绪”不减等因素影响，法意深层次合

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据柬
埔寨旅游部统计，今年上半年约有 300
万国际游客访柬，同比增加 13%。该部
预计全年将接待外国游客 620 万人次，
同比增长12%；2020年和2030年将分别
达到 700 万人次和 1500 万人次。另据
吴哥机构报告，今年 1 月份至 7 月份，有
超过 154 万名国际游客游览吴哥窟，门

票收入超过6966万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8.97%和15.36%。

柬埔寨旅游部部长唐坤指出，目前
旅游业在柬埔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为
12%。在国际游客快速增长的同时，选
择国内游的柬埔寨游客也同比增长
6%。柬埔寨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将柬埔
寨打造成卫生、环境友好的旅游目的地，

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
柬埔寨旅游业协会主席蔡茜灵表

示，旅游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
府保持了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当前，柬
埔寨旅游业还有很大潜力，柬埔寨将努
力打造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为游
客提供高品质的旅游服务。

上图为游客游览金边皇宫。张 保摄

柬埔寨上半年吸引约300万国际游客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
粮农组织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
多个地区正面临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应急资
金短缺问题，倘若这一状况无法得到及时
缓解和改善，干旱、洪水、歉收和冲突有可
能使数百万人陷入严重饥荒。

粮农组织指出，全球多个地区面临粮
食供应不足的严峻形势。阿富汗、苏丹和
叙利亚目前正在遭受旱灾；孟加拉国正在
遭受暴雨侵袭；海地的飓风季节即将来
临，可能引发新的自然灾害；伊拉克、缅
甸和西非萨赫勒地区面临粮食歉收。粮农
组织急需向这些国家提供种子、农具和动
物饲料，修缮供水基础设施和供水点，开展
牲畜疫苗接种和健康治疗，改善土壤和水
源管理，并实行现金转移和以工代赈计
划。假如无法得到充足的应急资金支持，
这些地区的状况就会在2018 年下半年进
一步恶化，致使饥饿人数和人道主义需求
不断增加。

粮农组织紧急行动和恢复司司长伯金
表示，由于资金短缺，粮农组织目前能够用
于应对危机的行动资源极为有限。为确保
不让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掉队，国际社会必
须立即行动，采取紧急的粮食安全和生计
干预措施来挽救生命、保障生计。同时，粮
农组织还须携手相关政府增强相关社区的
抵御能力，以防止2018年一些最容易受忽
视的危机进一步恶化，从而避免出现更加
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粮农组织指出，该机构今年总共需要10
亿美元资金，以保障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
但目前这笔资金只有不足30%到位，部分地
区的危机应对资金到位率不足6%，这种状
况将导致数百万人面临陷入饥荒的风险。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

全球多地面临粮食危机

本版编辑 禹 洋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英格兰银行日前发
布了2018年一季度境内离岸人民币业务统计数据。数
据显示，截至3月底，英国离岸人民币市场总体呈现快速
发展态势，存款规模和各项外汇交易较2017年四季度呈
现不同程度改善，市场活跃度波动回暖态势明显。

在人民币存款方面，受今年一季度人民币汇率升温
影响，截至3月末，英国境内各类市场主体人民币存款数
量为88.68亿英镑，较去年年底增长23.18%，为英格兰银
行开展上述统计以来的第三高位。

在人民币贷款方面，截至3月末，英国境内各类企业
人民币贷款总额为 60.38 亿英镑，较去年 12 月底下滑
7.11%。其中，不持有人民币存款的企业成为人民币贷
款业务主体，占总量的50.96%。

伦敦作为全球主要外汇交易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
中最主要部分仍然是外汇交易。2018年一季度，英国境
内离岸人民币外汇业务日均业务量高达 608.74 亿英
镑。这一数据不仅较去年四季度增长15.04%，扭转了去
年全年下滑的态势，同时也达到英国央行有上述统计以
来仅次于2017年三季度的第二高位。

值得关注的是，各类别外汇业务都较去年四季度末
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其中，即期外汇交易作为主要外汇
交易类型，一季度末日均交易量为282.72亿英镑，占当
季总体外汇交易规模的 46.44%，较去年四季度末增长
21.4%。外汇远期交易作为第二大外汇交易类型，一季
度末日均交易规模为 140.63 亿英镑，较去年四季度末
增长 9.13%，占当季总体外汇交易规模的 23.1%。一季
度末掉期交易和期权交易日均交易额分别为107.92亿
英镑和73.32亿英镑，分别较去年四季度末增长12.81%
和6.85%。

从外汇交易部门分布看，持有人民币存款机构在外
汇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并成为人民币外汇交易主力。
数据显示，持有人民币存款的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日
均外汇交易量分别为141.38亿英镑和191.45亿英镑，总
体较去年四季度末增长11.9%；不持有人民币存款的部
门日均外汇交易量为275.91亿英镑，增长19.1%。

英国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发展

据新华社莫斯科电 （记者王晨笛） 根据俄罗斯
总理梅德韦杰夫此前签署的命令，自5日零时起俄正式
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25％至40％的关税，作为
对美加征钢铝关税的反制措施。

该项命令指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俄罗
斯有权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采取应对措施，因此决定对
从美国进口的筑路机械、石油天然气设施、金属加工和
凿岩设备、光纤产品等加征25％至40％的关税。

据当地媒体报道，俄罗斯平均每年从美国进口上述
商品的价值约为31.6亿美元。

7月6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对从美国进口部分商品
加征关税的相关命令。按照俄罗斯法律规定，该命令将在
总理签署后30天生效。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此前
表示，美国加征钢铝关税将使俄方损失约5.37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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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遭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广泛反对，多个经
济体都宣布了针对美国钢铝关税的反制措施。

俄罗斯开始对美加征关税

一年一度的马祖里航展日前在波兰东北部城市吉日
茨科举办，精彩纷呈的飞行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
看。图为观众观看飞行表演。 （新华社发）

马祖里航展精彩纷呈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南非共和国总
统、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党主席西里
尔·拉马福萨日前宣布，该党决议修改宪法，以推动土地
改革计划。

拉马福萨表示，南非现行宪法中相关规定允许国家
为保护公共利益无偿征收土地。不过，经过公众听证，
执政党意识到仍有必要对该宪法条文作出修正，以进一
步明确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实施土地无偿征收。

拉马福萨强调，非国大坚信通过推动全面的土地改
革，令广大南非民众公平地享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将能
够极大程度地释放经济增长潜能，激发南非民众参与国
家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拉马福萨表示，土地改革将秉持纠正历史不公、促进
经济发展以及增加农业产量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宗旨。非
国大将指导政府紧急启动农户支持计划，为农民提供工
具、肥料、种子等生产物资以及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

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经济和社会
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南非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
原有白人农场主手里。因此，推动土地再分配，尤其是
向广大无地黑人民众倾斜的呼声在南非日益高涨。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南非政府应审慎行事，在推动
土地再分配过程中也要顾及投资者信心，不应让激进政
策损害国家经济前景。

南非以修宪推动土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