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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即将访华，中
马合作成为近期人们关注的热点。马来西
亚新政府执政以来，调整了内政外交政策
框架。但是，对华友好交往的主旋律和基
调并未改变。马哈蒂尔此前表示，中国一
直是马来西亚的亲密朋友和重要伙伴。近
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铁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成就显著，农业等领域科技水平日新
月异，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科学技术值得马
来西亚学习借鉴，马中合作大有可为。马
来西亚新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在
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欢迎中国
企业来马投资兴业。马来西亚外长赛夫丁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马中关系源远流长，马
中全面合作也历史悠久。对所有东盟成员
来说，对华关系极其重要，故马中两国不断
强化双边关系的大方向不会改变。马中两
国间、东盟与中国间还有很多大事要一起
做。例如，共同应对当前这场没有赢家、一
损俱损的贸易战。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坚持对华全面友
好合作的最大政治基础，是对中国发展和
中马合作前景的客观判断。随着 5 年前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企业走向海
外的步伐不断加快，已覆盖17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对外投资已累计达 6000 亿美元。
未来5年，中国预计还将继续加大对外投
资力度，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充裕的资
金、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进
而将当地稳定的政策、友善的环境、有利的
市场、充沛的劳动力等优势资源转化为提
高竞争力的动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
国企业给当地带来了港口、道路等基础设
施，这些带不走的资产将成为当地实现长
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正因为看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国家
把中国的发展和与中国的合作视为实现自
身更好、更快发展的契机，包括马来西亚在
内的东盟国家领导人纷纷表态，欢迎更多
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特区
建设。其中，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步入
稳定、健康、务实的发展轨道。两国政治互

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更加深化，人员交
往日益密切。中国连续8年保持马来西
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马来西亚是
中国全球第七大贸易伙伴国和进口来源
国。中国积极进口马来西亚棕榈油、燕
窝、榴莲等产品，向马来西亚出口优质商
品，使双边贸易切实惠及两国广大民众。
与此同时，中马双向投资提质增效，“两
国双园”、数字自贸区等大项目稳步推
进。中国银行、华为、中车等一大批中国
企业积极实现本土化经营，雇佣本地员
工比例高达90%以上，为马来西亚产业
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下一步，中马既要深化传统领域合
作，还要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特别是作
为两国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是中马两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活跃力
量，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巨大发展潜力
还有待充分挖掘。马来西亚有90.7万家

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占国民经
济的 36.6%，吸纳了近三分之二的就业人
口。赛夫丁认为，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关
键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因为，发展中小企
业更有助于缩小东盟内部发展差距，同时
强化东盟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与此
同时，中国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每天新增
企业超过1.5万家，中小企业呈现蓬勃发展
势头。为此，中马双方既要重视大企业“大
而强”的龙头作用，还要发挥好中小企业

“小而活”的优势，支持中小企业加强对接，
优势互补，拓展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务
实合作，扩大两国中小企业的受益面和获
得感，探索成立政府、商会、金融系统层面
的合作机制及服务平台，形成大中小企业
共同发力、融通发展的新格局。

当今世界，和平合作、开放创新的潮流
滚滚向前。中国和马来西亚各自怀有远大
的发展梦想，都希望在实现民族振兴和国
家进步的历史征程上不断迈进前行。因
此，双方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将两个国家
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空间来谋划。这样的
合作必将得到两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从
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相信中马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将提质升级，共同繁荣。

打造中马经贸合作更多增长点
田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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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近期英镑汇率走势，估计暑期
休假的英国人只能去南非或者土耳其了。”
斯特拉顿街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安
迪·希曼半开玩笑地说。在4月17日英镑
对美元汇率上升至1.43的52周高位之后，
跌跌不休成为英镑对美元汇率的常态。截
至 8 月 9 日伦敦时间收盘时，英镑对美元
汇率已经下跌至1.28左右，为11个月来首
次下跌至1.29以下。这意味着从4月中旬
到8月初，英镑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超过
了10%。英镑自4月份以来的表现位列发
达经济体货币末尾，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
体货币相比也只跑赢了土耳其里拉和南非
兰特。甚至俄罗斯经受了美国的系列制
裁，卢布同期仍然较英镑升值了3%。这也
看出安迪这个玩笑流露出的无奈。

眼下，在所有货币对美元走弱的情况
下，若要理解英镑对几乎所有主要货币贬
值，离不开二季度以来脱欧前景的不确定
性，尤其是近期无协议脱欧风险正在上升
的影响。

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日前明
确表示，英国提出的英欧未来双边关系白
皮书完全不可接受。随后，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出访法国与马克龙总统会晤，试图
推销英国“旨在保护就业和贸易的双边
关系提案”。但最终结果却不尽如人
意。法国方面在会后明确表示：“马克龙
总统对于巴尼耶的谈判能力和立场完全
信任，此次与特雷莎·梅的会谈并非绕开
欧委员的独立谈判。”

令市场更加不安的是英国央行行长
马克·卡尼和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
斯的表态。日前，卡尼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尽管无协议脱欧这个不受欢迎的风
险‘令人不安’，欧盟和英国还是有可能
避免这一结果。”卡尼意在强调未来英欧
之间仍有可能寻求妥协，但市场似乎只
关注到了“令人不安的高风险”。随后，
福克斯表示欧盟的不妥协态度，正在将
英国推向无协议脱欧的边缘。“无协议脱
欧的风险是 60%。我们设定的基准预
测是能够达成协议。然而，如果欧盟坚
持不妥协、不把欧盟民众的经济福利列

为首要关切，脱欧将更多的是欧盟官僚体
系意义上的脱欧，并非事关人民利益的脱
欧。因此，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欧盟是要维
护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还是保护实体经济。”
福克斯意在呼吁欧盟展示灵活性，但是市
场似乎只关注到了“60%”。

虽然英国首相府急忙出面安抚各方，
表示“我们仍然相信能够最终达成谈判协
议，因为这不仅符合英国的利益，同时也符
合欧盟和其他 27 个成员国的利益”。然
而，随后的事态发展再次令市场感到阵阵
寒意。有消息称，特雷莎·梅计划在9月初
召集内阁最高会议加紧制定应对最终无协
议脱欧方案。此外，特雷莎·梅给保守党成
员的内部信件强调“我们针对未来关系的
谈判陷入了僵局，当前欧盟提出的两个方
案英国都无法接受”，这凸显了英国高层的
无奈。

也有分析认为，近期英方多位官员的
表态可能只是意在对欧盟施压，不应作为

真正的预期根据。毕竟，如果英国真的寻
求无协议脱欧，北爱和苏格兰的独立态势
将直接冲击英国内部团结，这将是英国政
府自身无法承受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似乎也对
未来脱欧谈判走势表示担忧。民调机构
ORB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民众
中认为特雷莎·梅团队无法获得好的脱欧
协议的比例为 60%，认为特雷莎·梅团队
能够获得较好协议的民众比例只有22%，
为该民调开始以来的最低纪录。

瑞银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办公室认为，
如果抛开脱欧不确定性，英镑的表现应该
好于欧元。从基础面因素看，包括购买力
平价显示欧元对英镑的汇率应维持在
0.80。近期态势显示，欧元区经济可能已
经度过了本轮周期的峰值，无法像2017年
一样跑赢英国经济。因此，如果没有断崖
式的脱欧，英镑能够对欧元维持相对较好
的态势。

但是，近期脱欧前景不确定性迫使
英镑汇率再次面临岔路选择。当前，市
场仍然预计达成协议要比无协议的可能
性大。因此，预计欧元对英镑汇率可能
在 6 个月至 12 个月内下跌至 0.88。不
过，短期英镑承压因素很多，预计未来
3 个月内欧元对英镑汇率将上升至 0.90
甚至更高。

短期承压因素多 对主要货币贬值

无协议脱欧预期冲击英镑汇率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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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车队亮相德国大学生方程式赛

德国霍肯海姆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比赛日前落下帷幕，两支中
国车队亮相。

据了解，今年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18支车队参加比
赛，分为燃油车、电动车和无人驾驶车组别。中国湖北汽车工业
学院的东风HUAT赛车队参加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组别的比赛，
湖南大学的睿速赛车队则参加了燃油车组别角逐。

依照赛制，参赛车队要在指定时间内建造出一辆方程式赛
车，在通过专家组各项测试后，方可进入赛道比赛。除赛车速度
外，造车程序、赛道表现、车辆财务及销售模型等也被参考计入最
终成绩。

图为中国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东风 HUAT 赛车队燃油车
（右）参加耐力赛项目。 （新华社发）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日
前发布的最新食品价格指数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
指数7月份出现大幅下跌，所有主要贸易品种均呈现
明显下滑，其中领跌的品种为乳制品和糖类。

报告显示，7月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较6月
份降低3.7％，这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最大月
度跌幅。该指数在2018年6月份前一直呈稳步上升
趋势。

报告指出，乳制品价格指数跌幅为6.6％，黄油和
奶酪报价较全脂和脱脂奶粉报价跌幅更大。糖价指数
下跌6％，达到近3年来的低点，主要原因是印度和泰
国这两个重要产糖国生产预期改善。虽然世界最大生
产国和出口国巴西的产量下降预期限制了国际糖价下
跌，但这样的下跌幅度仍然引人关注。

报告显示，7月份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比6月份
下降了3.6％，低于一年前的水平。同时，小麦、玉米和
大米的出口报价均出现下跌。

粮农组织指出，植物油价格指数目前处于2016年
1 月份以来最低水平，下跌 2.9％，是连续第 6 个月下
跌。报告认为，大豆市场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影
响下出现疲软，这也是7月份植物油价格指数出现下
滑的原因之一。不过，在生物柴油生产商需求上升和
欧盟作物产量负面预期的推动下，全球菜籽油价格逆
势上扬。

粮农组织表示，受近期巴西卡车司机罢工导致牛
肉出口价格提升的影响，粮农组织肉类价格指数曾一
度上调。但最新统计显示，7月份粮农组织肉类价格
指数较6月份下降了1.9％。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

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大跌

新华社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电 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伊朗5个里海沿岸国家总
统12日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签署关于里海
法律地位的公约，为里海沿岸5国今后分割里海海底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奠定法律
基础。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
梅多夫、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在阿克套举行会晤，就里
海法律地位、里海国家间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交换意见。会晤结束后，5国总统签署关于里海法
律地位的公约。

公约既没有将里海界定为海，也没有将其界定为
湖。根据公约，里海沿岸国家海岸线往外延伸15海里
的水域为该国领海，领海往外再延伸10海里的水域为
该国专属捕鱼区，其它水体以及这些水体的渔业资源
将由里海沿岸5国共同拥有。

对于舆论尤为关注的里海海底石油和天然气资
源分割问题，公约并没有明确规定各国应如何对海
底资源进行分割。公约强调，里海海底资源将由相
邻国家根据国际法准则通过谈判进行分割。根据公
约，只要获得管道所经里海国家同意，相关里海国
家就有权在里海海底铺设油气管道，但管道必须符
合环保要求。

公约还规定，非里海国家不得在里海驻扎军队，里
海国家不得提供本国领土给第三国从事危害其他里海
国家的军事行动。非里海国家舰船不得进入里海。公
约要求里海国家在里海进行军事建设时需考虑其规模
的合理性及其他里海国家安全利益，以使里海各国驻
扎在里海的军队规模保持平衡。

当天，5国总统还签署了6份协议和备忘录，旨在
强化5国在运输、贸易、经济、打击恐怖主义及有组织
犯罪等领域的合作。

里海位于欧亚大陆接合处，面积约 37 万平方公
里，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多年来，里
海沿岸国家就里海法律地位及如何分割里海海底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进行谈判，但由于各方分歧很大，一直未
能达成协议。

里海沿岸5国签署历史性协议
为里海油气开发奠定基础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刘威报道:新加坡贸易与工
业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经济今年二季度同比
增长3.9％，增幅低于一季度的4.5％。经季节因素调整
后，环比增长0.6％，这一增速也不及一季度的2.2％。

具体来看，制造业同比增长 10.2％；建筑业萎缩
4.6％；批发与零售贸易扩张1.5％。在此基础上，新加
坡贸易与工业部预计新加坡2018年全年经济增长将
维持在2.5％至3.5％区间。

新加坡经济二季度同比增长3.9%

本版编辑 徐 胥

据新华社新德里电 印度旅游部部长阿方斯说，
2017年来印度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达1004万人次，
同比增长14％，同期印度旅游业外汇收入达1.77万亿
卢比（1印度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

阿方斯说，2014年至2017年，印度国内游客人数
增加了 28.8％，而同期外国游客人数增加了 20.4％。
2015 年和 2016 年印度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分别约为
1.35万亿卢比和1.54万亿卢比。

印度旅游资源丰富。截至目前，印度有37处遗产
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数量位居
世界第六位。据报道，2017 年中国访印游客达25 万
人次。与此同时，印度也是中国入境游的重要客源市
场，去年两国人员往来超过百万人次。

印度去年外国游客人数增长14％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
道：津巴布韦2017/2018财年烟草销量
创出新高。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津巴布
韦烟草已经售出 2.37 亿公斤，超过了
2001年2.36亿公斤的历史最高纪录。

烟草是津巴布韦仅次于黄金的出口
创汇商品。2017年，烟草出口总额超过
9 亿美元。分析认为，津巴布韦今年烟
草销量高企将有效缓解该国目前外汇短
缺的困境。

津巴布韦拥有适合烤烟生长的气候
和成片的花岗岩沙壤土烟田，被誉为“黄
金烟田”。目前，津巴布韦烟草远销 47
个国家和地区。

津巴布韦烟草销量创新高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毛
里塔尼亚议会近日批准一项法律，同意
了今年2月份与塞内加尔达成的两国共
同开发GTA跨界海洋天然气田协议，这
标志着该项目在两国法律层面的审批工
作已经完成。

该海洋天然气田发现于 2016 年 1
月份，是目前西非地区发现的最重要的
能源储藏区，储量预计为 4500 亿立方
米。该气田由美国 kosmos 和英国 BP
石油公司共同开发，预计2021年投产出
气。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商议，资源
储量和开采收入对半分成。

毛塔与塞内合作开采气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