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10 2018年8月22日 星期三

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以北
60 公里的小镇梅泽贝尔会见了俄罗斯
总统普京，双方深入讨论了叙利亚、伊
核、能源等诸多问题。

默克尔和普京并未在会见后举行新
闻发布会，只是在会见前就会谈相关议
题发表了简短声明，引发了外界对此次
会谈内容的猜测。尽管双方交流议题十
分全面，但在德俄经贸关系上，普京和默
克尔都特意颇多着墨。普京表示，俄德
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去年双边贸易
额达到 430 亿欧元，增速达到了 22%。
目前，有 5000 多家德国企业在俄罗斯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俄罗斯创造了近
27 万个就业岗位。此番主动表态无疑
显示了俄方高度重视当前俄德经贸关系
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令外界颇为关注的是，德俄
双方均力推此前遭美国批评的“北溪-
2”天然气管线项目。默克尔此次会晤
普京，重点讨论了该项目的相关问题，

并再次确认了双方支持推动这一项目的
立场。

尽管美国、波兰等国对“北溪-2”管线
项目持保留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
特别对德国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提出
了尖锐批评，但默克尔和普京均对此项目
明确表示支持。目前，该项目争议的焦点
在于乌克兰是否应该成为该项目的天然气
中转国，并从中获取相关收益。德在此问
题上坚定支持乌克兰，普京则强调该项目
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项目”，应从该项目的
商业利益考量。据悉，目前在欧盟和德国
的斡旋下，乌克兰与俄罗斯已开始就相关
问题展开谈判。

专家认为，德俄双方对“北溪-2”项目
的支持显示了俄罗斯对德国和欧洲能源安
全的重要意义。尽管特朗普对欧盟和德国

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表示不满，但从经
济利益方面考量，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仍是欧盟和德国的最合理选择。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欧盟已经原则
上同意从美国进口更多液化天然气，但
实际上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价格远
高于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价格，而且欧
盟国家在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上还未做
好充分准备。因此，从俄罗斯进口天然
气仍是德国和欧盟目前的最优选择。“北
溪-2”项目自然也就成为默克尔为保证
德国能源供应必须支持的项目。

专家分析指出，德俄两国支持“北
溪-2”管线项目无可厚非，但德国和欧
盟可能还需做通美国的工作，明确德国
支持该项目并非针对美国，而是完全出
于德国能源供应的考量。

针对普京此次访德，不少分析认为，双
方关于德俄经贸关系的讨论特别抢眼。一
方面，双边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合作是当
前双方分歧最小、共同利益最大的领域。
俄方也寄希望于通过打“经贸牌”缓和与德
国和欧盟的关系，并在美国一直企图对俄
实施制裁的情况下在欧洲寻求突破。德方
目前在伊核、叙利亚、乌克兰等诸多问题上
仍然需要俄方的合作，特别是叙利亚局势
的发展直接关系到默克尔能否进一步处理
好难民问题。因此，德方也希望通过经贸
合作尝试缓和对俄关系。

专家认为，当前德俄两国有可能将经
贸能源合作作为双边关系缓和的切入点和
突破口，并以此为抓手逐步在其他问题上
寻求更多共识。近一段时间，默克尔与普
京密集举行会晤，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专
家分析认为，德俄、欧俄缓和双边关系，符
合双方的需求和根本利益。

能源专家认为，德俄能源合作是双边
经贸关系的核心之一。当前“北溪-2”项
目已经成为考验德俄双方能源合作的“试
金石”。目前双方对此项目大力支持的态
度，已经为双方深化能源合作进而全面缓
和双边关系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力推“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

德俄能源合作成两国关系缓和新动力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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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各国近日相继公布了经济数
据。从数据看，喜忧参半。喜的是，中东
欧国家经济整体基本面向好，多数国家
的 GDP 维持在增长通道内；忧的是，多
数国家的失业率持续下降，显现出劳动
力短缺苗头，制约了企业再生产。

来自中东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捷克 7 月份的失业率为 3.1％，比一
年前的4.1％大幅降低。匈牙利失业率
继续下降，在 4 月份至 6 月份期间为
3.6％。匈牙利财政部负责就业的副国
务秘书阿提拉·西蒙认为，“失业率已降
至历史最低点”。斯洛伐克6月份登记
失业率降至5.4%，同比下降1.47%。波
兰失业率持续下降，已从今年5月份的
6.1%降至 6 月份的 5.9%。罗马尼亚失
业率从 5 月份的 4.6％降至 6 月份的
4.5％，是 2018 年以来的最低失业率。
保加利亚的失业率从2017年二季度的
6.3％降至2018年二季度的5.5％。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盟的失业
率已降至近十年来的最低点。2018 年
一季度欧盟失业率为7.1％，5月份进一
步降低至 7％，6 月份则降到 6.9％的低
位，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失业人
数最少的月份。最糟糕的数据来自希
腊，失业率仍然超过20％。如果去除希
腊因素，欧盟的失业率会更低。

从数据上比较，中东欧 6 国的失业

率低于欧盟。尽管在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国
家失业率构成差异很大，且中东欧国家失
业率降低是好事，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隐
忧，即中东欧6国的失业率已接近充分就
业状态，亮起劳动力短缺的“黄灯”。

7 月份，房地产服务机构高力国际发
布报告称，“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
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失业率非常
低，如果劳动力短缺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则这些国家今后的 GDP 增长会受到限制
和影响”。

以匈牙利为例，目前匈牙利公司普遍
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特别是难以
找到高素质的工程师和技工。7 月份，博
世宣布将在匈牙利投资1.2亿欧元扩建工
厂，设立研发和创新中心，包括建立机器深
度学习能力中心等。博世匈牙利公司总裁
克劳斯说：“工厂目前要招聘2000余名高
素质技术工人，需要努力解决这一困难。”
布达佩斯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公司经理尤
拉说：“现在很难招到合适的新员工。
2011 年，我们发布招聘广告，一个岗位就
会有几十名的应聘者。今年，要招3名员
工，只有6个人应招，其中3人发现工资太
低拒聘，最后雇的3人根本没有选择。”经
理抱怨道：“现在招聘更像是一场狩猎。”

与此同时，乌克兰、塞尔维亚等国的廉
价劳动力受到中东欧国家的欢迎。《商业新
欧洲》报道称，波兰迫切需要找到更多劳动
力，专门为乌克兰求职者开设了快速办理
工作许可证的通道。现在，乌克兰首都到
处都能看到波兰招工的广告。

捷克经济商会表示，失业率降低迫
使企业寻找海外工人。捷克政府同意每
年将发放2000个工作签证以接受更多
塞尔维亚工人。

匈牙利工商协会主席拉斯洛表示，
劳动力短缺导致企业不得不大幅提高工
人的工资标准。匈牙利过去3年一再提
高最低工资标准，仅2018年最低工资就
增长了 8％，这一趋势仍将以 12%至
13％的速度继续增长。

尤拉说：“匈牙利工人工资要提高，
但我们却无法提高产品价格。没有工
人，或者无法承担工人的高工资，企业就
面临倒闭，这并不是好兆头。”

针对劳动力缺乏正在成为经济进
一步增长的障碍，高力国际在报告中

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吸引
流向西欧国家的劳动力返回；二是从前
苏联国家和前南联盟国家吸引劳动力补
充本国的人才缺口；三是通过再技术培
训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四是提高工
业自动化水平。

8 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匈牙利
评估认为，匈牙利已连续几年实现了强劲
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加速吸收欧盟资金，
大幅下降外债和公共债务等。但也要看
到，尽管就业率有所提高，但劳动力短缺正
在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建议
是，迫切需要改进教育和职业培训，以解决
技能不匹配问题，并继续减少公共工程计
划的参与人数，以使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
市场。

高素质人才难觅 教育培训待改善

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短缺亮“黄灯”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据新华社柏林电 德国教师协会主
席海因茨—彼得·迈丁格尔日前表示，德
国正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中小学“教师
荒”，专业教师缺口多达4万人。

据德国媒体 20 日报道，目前德国中
小学有1万个教师岗位完全空缺，另外3
万个教师岗位由非专业教师、退休人员或
大学生承担。“教师荒”在小学和为身体残
疾或智力障碍学生开设的特殊学校里尤
其严重。

迈丁格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教

师荒”的原因是德国未能对近年不断增长
的人口出生率及时做出反应，以及师范类
专业招生名额的减少。

德国教育与学术工会主席马利斯·特
珀说，“教师荒”一旦持续恶化，不仅教师
会感到负担繁重，学生的阅读等基础能力
也会受到影响。特珀认为，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缩小不同类型学校教师的收入差距，
同时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政府要制定
好的人力政策，确保师资力量的连续性，
要让中小学教师工作变得更有吸引力。”

德国中小学专业教师缺口达4万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欧洲稳
定机制（ESM）当地时间8月20日发布声明表
示，希腊正式退出了为期8年的国际救助计划。

欧洲稳定机制理事会主席马里奥·森特诺
表示，对希腊的救助计划已没有更多后续纾困
方案，希腊已经能够独立自强了。他认为，救助
计划的结束既归功于希腊人民与政府的非凡努
力，亦得益于国际债权伙伴的贷款与债务减免。

欧盟委员会于同日对希腊退出救助计划表
示祝贺。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皮埃尔·莫
斯科维奇表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希腊
在恢复公共财政秩序、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
长等领域的工作卓有成效，该国已经可以依靠
自己的力量正常运行。但他同时提醒，由于希
腊的公共债务总额仍然占其GDP的180%，欧
盟委员会、欧元集团以及欧洲稳定机制仍将继
续监督希腊经济与财政状况，以防止希腊在经
济改革过程中“走回头路”。

希腊央行行长斯图纳拉斯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尽管希腊已退出救助计划，但仍然面临
恢复经济稳定的艰难任务。他指出，如果未来不
能坚持改革与紧缩开支计划，市场将抛弃希腊。

2010年，希腊接受了国际救助计划，欧盟、
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在2010年、
2012 年和 2015 年向希腊政府提供了共计
2890亿欧元的纾困贷款，作为交换条件，希腊
政府必须实施严厉的紧缩开支计划，并实行一
揽子经济改革。今年6月份，欧元集团决定，希
腊可在8月20日退出救助计划。

欧洲稳定机制发布声明

希腊正式退出救助计划

希腊政府发言人察纳科普洛斯20日说，随着希腊退出历时8年的救助计划，希腊人正在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

段”。图为8月20日在希腊雅典，人们在浏览夏季打折的橱窗。 （新华社发）

日前，意大利热那亚莫兰
迪公路桥坍塌，造成数十辆汽
车坠落，43 人死亡。据报道，
这座高架桥建成于上世纪 60
年代，由于年久老化并长期疏
于维修，最终酿成惨祸。据意
大利媒体报道，类似事故在过
去5年中共发生10起。由于日
本与意大利情形相似，因而这
一事故给日本老化基础设施敲
响了警钟。

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
增长时期修建了大量桥梁、隧
道等基础设施。根据 1965 年
日本大藏省的规定，钢筋水泥
的公路大桥寿命为 50 年。因
此，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修
建的基础设施即将达到使用期
限。恰逢此时，意大利发生桥
梁坍塌事故，引发了日本各界
对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安全
性的担忧。日本与意大利的共
同之处不仅在于桥梁使用期限
将满50年，而且在2008年金融
危机后，两国都遇到了财政困
难，在维持教育、社保等财政预
算的情况下，都削减了公共事
业支出，导致基础设施维护检
修投资减少。京都大学大学院
教授、负责防灾减灾政策的日
本政府内阁参事藤井聪指出，政府在财政困难时，难以削
减行政、教育、医疗社保预算，故而都会削减紧迫性相对
较低的公共事业支出。日本2010年前后连续多年在这
方面的削减额超过一半。2012年12月份，日本中央高速
公路笹子隧道发生顶部水泥板坍塌，事后调查发现该设
施长期疏于维修是重要原因。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日本全国有73万座桥梁，
2017年时已知寿命超过50年的占23%，预计2025年这一
比例将达到48%。本来，日本的建筑技术世界领先，土耳
其的波斯普鲁斯大桥就是由日本企业承建的。但即便如
此，从材质、技术角度来讲，钢筋水泥的寿命有限。另一
方面从管理机制看，日本的桥梁道路中约80%归市、町、
村等地方政府管理，但多数地方政府没有专业的安全管
理人才。

据调查，从东京羽田机场通往市内的首都高速公路，
建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如今，不仅建在海水中的
桥墩、桥柱被海水腐蚀严重老化，且桥梁也出现裂缝，路
面斑驳。1995年发生在神户等地的关西大地震造成高
架公路大范围倒塌后，日本政府及高速公路公团安排专
项预算对高架桥加固维护，但普通国道及地方设施则疏
于维护。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日本有977座桥梁因设
施危险而停用，2016年停用数量达到2559座，短短8年增
加到2.6倍。

2012年发生隧道事故之后，日本国土交通省规定，
今后对全国73万个桥梁每5年全面安检一次。2017年
底第一轮检查结束时，在四级评价结果中“严重危险、需
要紧急对策”的桥梁达400座，大部分已经停用，需要拆
除重建，短期内将重点加强对“修理后能够使用”的桥梁
实行维修作业。不过，地方财政承担能力有限。据2016
年一项调查显示，地方自治体有能力承担桥梁维护经费
的仅有42%，其他58%的地方政府无能力承担维修费用。

目前，除 400 座严重危险停止使用的桥梁外，尚有
11%的桥梁存在危险因素需要尽早修理，有50%的桥梁虽
无紧急故障但需要维护，无需维护的桥梁仅有39%。日
本原总务大臣、曾连续三届担任岩手县知事的增田宽也
指出，今后应由中央政府安排专业人员和专项预算，加强
对重大设施的安全检查，另一方面委托民间企业负责对
中小设施的检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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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20日
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九成经济学家认为对进口商品加
征关税将损害美国经济。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当天发布了对251名经济学
家的半年度经济政策调查报告。该协会副主席凯文·斯
威夫特表示，91％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政府对进
口商品已经开征和拟将开征的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受访经济学家还对当前美国财政政策感到担忧，
71％的受访者认为减税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过度刺
激效果，8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降低财政赤字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对于货币政策，76％的受访者认为美联储当前货币
政策总体适宜，45％的受访者预计美联储今年内还将加
息两次，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到2019年底美国基准
利率将上调至3％。

九成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加征关税有害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电 委内瑞拉20日启用新货币，
同时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应对恶性
通货膨胀，试图令委经济重回正轨。

从 20 日起，新货币“主权玻利瓦尔”替代原有货币
“强势玻利瓦尔”开始流通，两者兑换比率为1比10万。
委政府发行了最低面值为2主权玻利瓦尔、最高面值为
500主权玻利瓦尔的纸币，以及两种面值的硬币。新纸
币与旧纸币将共存一段时间。

虽然20日银行不营业，但一些市民已可以在自动取
款机取出小面值的新货币。

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全国92％以
上的银行平台已经完成技术调整，当天上午全国共完成
了40万笔以主权玻利瓦尔为货币的刷卡交易。为了保
证货币改革成功进行，委政府此前宣布20日为法定假期
以确保全国银行系统顺利完成所有技术准备。

委内瑞拉启用新货币应对恶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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