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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走偏锋 破坏纪律

意大利预算草案引发欧盟担忧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

有着“大山大河发源地”之意的江原
道，自古以来就以名山胜水著称。行走江
原道的春川、平昌、江陵等地，不禁感叹这
里的天蓝、山绿、水清。

秋日清晨，春川市昭阳江岸的巷道上，
江边绿树林立，山水辉映，尽显田园意境，
骑行锻炼的韩国市民来来往往。一边呼吸
着清新空气，一边欣赏美景，这是在大城市
里难得的体验。

在平昌郡龙平度假村还有着另外一种
风景。虽然 9 月份并非滑雪季，但优美的
秋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小镇一般。高山
下、溪流边，不时有飞鹤掠过，阳光照射在
绿色的丛林中。雨后，略显湍急的河流横
穿整个滑雪度假村，给宁静的环境添了几
分生气。

在江原道，一个很大的感受是城市
与乡村紧密融合，城乡之间并没有明显
的界限。乘坐 ktx 列车，车窗外映入眼
帘的是大片森林和绿油油的农田，道路
一侧是郁郁葱葱的山林，白云在山峦顶
端变幻着形状；另一侧则是碧绿农田。
快到秋收季节，黄绿交织成一幅丰收的
景象。

江原道会有这样好的生态，绝非偶

然。据统计，江原道山林面积占整体面
积的 82%以上。境内高山巍峨，湖川秀
美，海岸线绵长。风景旖旎的自然环境，
成为发展江原道旅游业的重要基石。如
今，江原道大力推广的休闲旅游业、渔业

等行业都特别依赖自然环境。因此，把“风
景”变成“产业”，环境保护便是重要一环。

江原道的环保理念，在平昌冬奥会上
体现得尤为突出。为避免大规模建设给地
方环境带来负担，平昌冬奥组委在筹备之

初，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环保，所有场
地和场馆都是在充分顾及自然生态安全前
提下建设的。本届冬奥会的 13 个场馆中
只有 6 个场馆是完全新建，其余大多是在
江原道原有设施基础上维修改建。为了实
现“低碳绿色奥运”目标，江陵冰球中心等
新建的 6 个场馆均安装了地热、太阳能等
清洁能源设施。所有的场馆全部达到了环
保建筑认证标准，并且全部使用环保能源
发电。

在江原道，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给记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垃圾箱对纸张类、瓶类、
塑料类、罐头类等可回收型垃圾都有明确
的分类。为实现冬奥会期间“零碳排放”目
标，平昌冬奥组委及当地政府从与普通民
众生活紧密相关处着手。以垃圾分类为
例，平昌冬奥会启用了一项促进废纸回收
利用的技术，人们可以把废纸投入指定的
机器回收，机器通过测定纸张的重量，向投
放者手机账户返还一定金额。不仅如此，
平昌冬奥会场馆周边很多垃圾桶是用纸做
的，以便循环利用或分解。

把美丽山水与绿色经济理念转化为现
实，借助生态环保文化塑造新形象，无疑是
江原道的一个重要目标。

江原道借助生态环保文化塑造新形象

把“ 风 景 ”变 成“ 产 业 ”
——访韩采访见闻（三）

本报记者 韩秉志 《经济》杂志社记者 赵琬姝

江原道山林面积占整体面积的82%以上，生态环境优美。 韩秉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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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政府预算草案要点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至

2.4%。这一举动超乎预料，立刻在欧盟内部引发反对和担忧。欧盟认为，

意大利最新公布的预算案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路线明显背离。未来

一段时期，意大利政经局势不稳恐将给欧盟及欧元区市场带来更多隐忧。

今年印度经济增速预计达7.3％

河内国际木偶节开幕 2018年河内国际木偶节于8日至15日举办，吸引来自8个国家的11个艺术团

参加。图为越南演员在河内举办的国际木偶节上表演。 （新华社发）

意大利政府近日公布了该国未来的预
算草案，相关内容立刻在欧盟内部引发了
反对与担忧。欧盟委员会随即致信意大利
政府指出，意大利最新公布的预算案与其
他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路线明显背离。欧盟
认为，意大利此前上调预算赤字已经引发
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未来一段时期，意大利
政经局势不稳恐将对欧盟及欧元区市场带
来更多隐忧。针对意大利在财政纪律问题
上“失约”，有当地评论指出，意大利作为欧
盟发起国之一，“带头”破坏欧盟财政纪律，
将对欧洲金融及欧元汇率带来明显的消极
影响，意大利民粹政府引发的不确定性恐
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发酵。

根据意大利政府公布的预算草案要点
将财政赤字占该国GDP比例提高至2.4%，
这一水平较上年提升了0.8个百分点，同时
草案还预计 2019 年意政府基本财政盈余
GDP占比为1.3%，较2018年降低0.5%。草
案说明指出，意政府提高财政赤字比例的
目的是为了刺激经济加速复苏。总体看，意
大利在该预算草案中公布的赤字水平，较

之前向欧盟许诺的额度高出约175亿欧
元，明显违反了欧盟财政路线。

意大利政府的“偏离”举措立刻引发
了欧盟强烈反应。在草案公布后数小
时，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与
欧盟委员会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便
发出了联署信，向意大利财政部表达了
欧盟的不满与担忧姿态。信件开门见山
地指出，意大利预算案令欧盟感到担忧，
该国正在与欧盟财政路线“渐行渐远”。
信件说，意政府正在背离此前承诺的紧
缩承诺，该承诺称意大利在中期内通过
紧缩政策，实现财政平衡。就在今年 7
月份，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盟成员国还
一 致 同 意 ，将 2019 年 的 财 政 赤 字 占
GDP比例降低0.6%，但意大利政府的最
新举动令欧盟感到忧虑。

随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亦抨击了
意大利政府的预算草案。他警告说，意政
府的行为属于“剑走偏锋”，这一行为恐将
使 9 年前由希腊引发的债务危机重现，并
导致欧元体系的终结。欧元集团主席森特
诺亦强调，意政府必须通过实际举措平息
市场担忧，并证明其预算计划是“可信且可
持续”的。

面临欧盟方面的强烈反弹，意副总理、
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迪马约回应称，意大利

“多花的钱会通过更高的经济增长挣回
来”。他表示，意政府是在争取“属于意大
利人民的预算”，他还回击欧盟，指责部分
欧盟官员的言论是在金融市场制造“恐怖
主义”，扰乱金融市场，并强调意大利始终
致力于维护与欧盟的对话。

尽管意政府官员竭力淡化预算草案对

市场的影响，意大利国债还是在最近数日
内遭到大量抛售，截至北京时间 8日 19时
15分，反映该国借贷成本和市场信心的意
大利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 3.59%，创
下了 2014 年 2 月下旬以来的新高。根据
欧盟内部法律流程，意政府将在本月15日
前将该草案提交至欧盟委员会，欧盟将在
11月底前做出评估回应。目前看，欧盟极
有可能拒绝通过该草案，施压意政府重新
起草“符合标准”的预算法案。

有分析指出，意政府此次公布的预算
草案内，2.4%的负债率实际上低于欧盟规
定的3%“红线”，但考虑到当前意大利债务
规模庞大，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任何超过
2%的财政赤字比例都将继续恶化该国负
债率堆积，对经济中长期发展带来恶果，因
此欧盟与欧元区官员对意政府的相关做法
感到高度不满。

此间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与意大利
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几个月有可能持续紧
张，意民粹政府若持续采取强硬的姿态，必
然会导致意大利乃至欧洲政治、经济局势
动荡。意民粹政府提升赤字占比，一方面是
为了兑现当初的竞选承诺，另一方面则是
剑指明年 5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希望民粹
党派在欧洲议会中赢得更多选票。

日本是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尤其是灾害造成的断

水断电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9月6日，日本北海

道地震引发全岛大停电，295 万户家庭及全部公共设

施、交通信号灯漆黑一片。许多人靠手电和蜡烛熬过

夜晚。9月 29日至 30日，今年第 24号台风纵贯日本，

造成名古屋等中部地区 120 万家庭停电，给居民生活

带来了极大困难。但在一些家庭和社区，电动汽车成

为生活用电的备用电源，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重要

作用。

电动汽车不仅是绿色环保交通工具，其车内储存

的电力在灾难发生时可以成为重要电源。东京都练马

区政府的公用汽车有多台是电动汽车，每台汽车的后

背箱内都像装备胎一样配备一台手提式变压器，当地

震等灾害造成当地停电时，只要把变压器接入车载电

瓶，就可以转换出家庭用电压的电力，可以供给数十台

照明灯具，或者为数百台手机充电。据悉，一台汽车的

满载电力，可以供一个家庭使用 3天。由于在地震和

台风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练马区本月又新引进了

10 台电动汽车，以备不时之需。同时，该区发动当地

群众将家庭用电动汽车统一造册登记，必要时供全社

会使用。目前，汽车销售店里的样品汽车也加入了这

一互助行列。练马区环境科科长星野明久称，电动汽

车可以用作移动电源，考虑到电动汽车的不断普及，该

区政府动员这些车辆为社会服务。

由于停电后高层大楼住户无法外出，日本一所大

学便试验用电动汽车电瓶启动大楼电梯，结果一台车

的电力可以供43层大楼的电梯往返一百次，几乎可以

将楼内所有人员疏散。

但是，汽车电池电力耗光后，如何充电成为一大问

题。为此，东京都的江东区提出用海上渔船为电动汽

车充电。像日本这样的海洋国家有很多渔船、游船、运

输船，船上都配备功率较大的发电机。将船只与电动

汽车联动，可以向医院、小区提供大量电力。东京海洋

大学教授邢部真弘指出，一台中型渔船的满负荷发电

量可供50个家庭使用两周，电动汽车可以成为重要的

电力接力棒。

在这种思路下，日本电动汽车或许将获得更快

普及。

电动汽车在灾区发挥新作用
苏海河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卢
森堡金融中心（LFF）公布的信息显示，伦
敦，卢森堡、法兰克福一同被评为欧盟三
大金融中心。

调查机构在考察了欧洲各大金融城
市后，结合商业环境、人力资源成本、国际
声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部门保有量

等因素，综合得出结论认为，上述三个城
市为当前欧盟三大金融中心城市。

在相关调查中，英国伦敦凭借较高
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优势，被评为欧盟
第一大金融中心，卢森堡与法兰克福分
列二位、三位。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
内，伦敦与卢森堡是举办国际金融活动

的热门城市，同时卢森堡还在最新的全
球绿色金融指数中跻身顶级绿色金融中
心之列。此外，卢森堡凭借经济稳定与
持续增长，吸引了众多国际金融机构在
此设立总部或大型分部。报告认为，英
国脱欧将强化卢森堡作为欧盟金融中心
的地位。

卢森堡被评为欧盟金融中心之一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日前，第二届美洲
国际经济论坛巴黎会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议中
心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重塑全球化，掌控新变革”，
来自60多个国家的1300多名政商界代表参会。中国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文炼应邀
出席并参与全体大会演讲。

在本届论坛中，参会各方代表讨论了区域经济发
展与全球贸易领域出现的各类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在论坛开幕致辞中指出，各国应积
极降低关税壁垒，为全球贸易发展贡献力量。

曹文炼在推动未来能源改革的大会发言中，向各
方阐释了中国近年来在推动能源改革、发展清洁能源
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强调了各方开展能源多元化与清
洁化方面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在主动推进能源多样化与清洁
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并积极促进国际合作。首先，
截至 2017 年年底，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为 340 万辆，
中国的保有量就占到了约三分之二，远超美国等发达
国家，并积极在该领域与发达国家等开展合作。其次，
中国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并将其与扶贫
相结合，仅通过发展农户屋顶的光伏发电一项就解决
了中西部贫困地区约200万户居民的用电和收入提升
问题，还将该模式推广至非洲，并被联合国列为扶贫
项目。

中方代表阐述：

中国积极促进能源清洁化国际合作
据新华社新德里10月 9日电 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印度经济
2018 年增长率将达 7.3％，2019 年有望
达7.4％。

正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年会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9 日发布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在谈及印度经济
时说，随着改革（废钞令和税改）给经济
带来的冲击逐渐减退，加之强劲的投资
和个人消费增长，印度经济增长强劲。

印度官方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经 济 增 长 7.7％ ，第 二 季 度 增 速 高 达
8.2％。但印度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全球
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印度经济稳步加速
的势头可能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出现
拐点。

据新华社柏林10月10日电 德国联
邦统计局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8月商
品出口额为1052亿欧元，同比增长2.2％；
进口额为881亿欧元，同比增长6.2％。

欧盟地区依然是德国最主要的出口
目的地。当月，德国对欧盟其他成员国
的 出 口 额 为 593 亿 欧 元 ，同 比 增 长
1.2％；对欧盟以外地区出口额为 459亿
欧元，同比增长3.5％。

同时，欧盟也是德国最主要的进口
来源地。当月，德国自欧盟其他国家进
口额为 483 亿欧元，同比增长 5.2％；自
欧盟以外地区进口额为 397 亿欧元，同
比增长7.2％。

德国商品进口额同比增长6.2%

据新华社联合国10月8日电 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事务部 8 日发布的《2018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
报告称，前沿技术具有促进经济和社会繁荣以及保护
地球的巨大潜力。报告同时指出，要努力化解前沿技
术可能对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

这份报告回顾了自动化、机器人、电动汽车、可再
生能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进步，并评
估了它们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报告认为，
这些新技术“对改善人类生活、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具有巨大潜力”。

报告说，可再生能源技术和高效的能源储存系统
已经在提高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使各国“越过了”现有
技术解决方案。此外，随着移动技术的进步以及数字
金融创新的增多，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获得了便利
的金融服务及医疗保健的机会，从而提升了最脆弱人
群的生活品质。

报告同时警告说，尽管技术变革可能带来可观利
益，但如管理不当，缺乏适当配套政策，新技术也可能

“扩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造成更大的不
公平，甚至是社会混乱”。例如，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
术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创造赢家和输家”。

报告还说，前沿技术创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
公司和国家”，那些在技术上落后的人们“发现越来越
难以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采取“积极有
效的政策”，以解决新技术带来的诸多问题。当务之急
是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技术转让和国家创新；同时，要
解决好日益严重的市场集中度问题。

联合国报告指出：

前沿技术有促进繁荣巨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