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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 月 26 日 美 元 兑 印 尼 盾 突 破
1∶15000 市场心理防线后，美元对印尼
盾汇率屡次下跌，较今年年初下跌了
10%。这一轮印尼盾贬值，创下了 20 年
来新低，引发了市场关于印尼将重蹈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覆辙的担忧。

对 此 ，印 尼 央 行 行 长 派 里 表 示，
1∶15000不是世界末日，尽管承受巨大压
力，印尼盾表现仍好于土耳其、巴西、南
非、印度等国货币，上述货币到目前为止
已出现了 12.4%到 37.7%不等的跌幅。
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表示，20 多年
前的金融危机情况比目前糟糕得多，“市
场要形成合理预期，不能仅看美元对印尼
盾汇率的绝对值，还要看一定时期内贬值
幅度这一相对值”。

印尼央行负责国际业务的副行长多
迪认为，简单类比两次印尼盾贬值是不合
理的，因为印尼经济的基本面比20年前
强多了：今年二季度印尼经济增速为
5.27%，但1998年同期却萎缩了13.34%；
今年 9 月份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3.2%，但
1998 年同期高达 78.2%；截至 8 月份，印
尼仍有1183亿美元外汇储备，但1998年

同期只有170亿美元；当前银行系统总体
不良贷款率仅为2.7%，但1998年同期高
达30%。

尽管如此，印尼经济决策层还是采取
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以应对这次印尼盾贬
值。紧随美联储加息步伐，印尼央行再度
将基准利率——七天反向回购利率提高
25个基本点至5.75%，试图缩减经常账户
赤字并强化国内金融市场竞争力。这也
是印尼自 5 月 17 日以来第五次加息，已
累计提高了150个基本点。

达尔敏指出，这次加息旨在缓解外部
市场动荡对国内经济形成的压力，“在全
球流动性趋紧大环境下，加息无疑会增加
国内经济发展的信贷成本，但如果一定要
在保稳定和促增长之间作出选择，印尼首
选稳定”。派里则表示，当局除加息外，货
币政策将继续坚持“鹰派”立场和“前瞻干
预”，从而力保本币币值和金融市场稳定，

一面加大干预政府债券和外汇两大市场，
一面增加流动性政策工具，以促进上述市
场加快深化和融合。

与此同时，其他经济决策部门也根据
基准利率变化作出了相应政策调整。印
尼财政部长斯莉表示，考虑到2019年美
联储基准利率可能较今年翻番，政府必须
努力增加外汇储备，通过增加进口消费
税、财税鼓励产品进口替代等手段，加快
平衡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步伐，“从中长
期看，我们将加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
协调力度，加强政府预算管理，扩大税收
优惠覆盖面，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大力
振兴实体经济”。

印尼国家金融服务总署负责人赛卡
尔指出，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金
融服务部门在保持各项指标总体稳定的
前提下，应重点支持国家消费结构改革，

“要通过各类金融产品稳健地增加流动

性，促进本国生物燃油对进口油气燃料、
本国产品对进口消费品替代率的提高；要
通过强化外汇管制和增加出口融资便利，
推动经济结构向出口导向型转变”。

在政策组合拳作用下，各方对印尼经
济保持稳定的信心有所增强。印尼总统
佐科指出，希望国内外投资者充分认识到
印尼政府解决印尼盾贬值的意愿和努力，

“建立信任、树立信心是最重要的”。派里
认为，国内外投资者对印尼央行近期政策
效果总体认可，对印尼经济的基本面信心
不减，加上美联储明后年加息步伐减慢，
印尼盾2019年有望止跌向好。“近期，不
少新加坡、伦敦、纽约的机构投资者重新
将目光转向印尼等新兴市场，外国资本将
回流印尼二级证券市场”。

鉴此，印尼财政部财政政策办公室负
责人苏阿哈希尔预计，由于内需依然强
劲，特别是能源消费结构中本国产生物燃
料比重有望显著提高，今年印尼经济增速
仍能达到5.2%。这正好与世界银行新发
布的《印尼经济季度报告》预测增速相一
致。世行印尼代表处负责人罗德里格认
为，尽管全球经济不稳定性有所强化，但
内需强劲、通胀稳定、公共支出扩大、人口
红利增加等多重利好因素作用下，印尼经
济展望仍积极向好，到2020年有望实现
5.3%的增长。

贬值尚在可控范围 经济走稳信心十足

印尼积极应对货币贬值风波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在新兴市场整体遭受冲击的情况下，印尼盾贬值引发了人们对印尼

重蹈亚洲金融危机覆辙的担忧。对此，印尼多部门负责人出面表态，强调

印尼经济基本面良好，有足够的底气应对货币贬值。印尼官方预计，印尼

盾2019年有望止跌向好；2020年印尼经济有望实现5.3%的增长。

第24届塔什干“丝路旅游”国际旅游
展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展览中心拉
开帷幕，展会现场人潮涌动，商业洽谈如
火如荼，此番热闹景象正是乌兹别克斯坦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委员会统计
数据显示，2018 年前 8 个月外国游客数
量达3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6%，
年内访乌外国游客人数有望达到480万，
大幅超过此前330万人次的预期。此外，
1月份至8月份乌旅游服务出口额为6.67
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1倍。

乌旅游业人士分析认为，乌兹别克斯
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于2016年底签署的

《加快乌旅游业发展措施》总统令将旅游
业提升为国家经济战略产业，为乌兹别克
斯坦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动
力。根据该总统令，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加
快推动旅游业发展步伐，相继出台了大量
举措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

在各类政策中，有关简化签证的措施
备受各方欢迎。今年年初出台的《为发展
乌旅游潜力创造良好条件的补充措施》总
统令规定，乌自2月10日起对以色列、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7 国公民实施 30
天免签，同时简化了包括中国、印度、加拿
大、美国在内的39国签证程序。为进一

步提升签证办理效率，自 7 月 1 日起，乌
正式启用电子签证系统。乌方统计数据
显示，电子签证系统实施后的55天内，乌
向 46 个国家的公民发放超过 9500 份电
子签证，效果初步显现。

针对国内存在的旅游基础设施不完
善等问题，乌政府及业界同样积极作为，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迅速与土耳其、韩国、
俄罗斯等多国企业达成合作，全面推动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希望尽快提升旅游服务
水平。为让旅游业从业人员拥有更好的
创业和从业条件，乌政府不仅通过立法简
化从业审批程序，也积极引导行业发展，
如 8 月份发布了《关于组织民宿经营活

动》法令，旨在提升地方旅游资源利用效
率，加快改善旅客住宿条件。法令发布后
不到 2 个月，注册民宿已有 23 家。这也
反映出，在“旅游风”兴起的当下，当地民
众对经营民宿的兴趣不断上升，预计未来
将有更多人投身旅游产业。

除了政策因素利好外，访乌游客量快
速攀升还与乌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介旅
游资源密不可分。近来，乌不仅在西班
牙、土耳其、德国、俄罗斯等国举办的大型
旅游展上开设展台推介本国特色旅游产
品和服务，还高度重视旅游外宣工作，先
后在40余国媒体上发表介绍乌兹别克斯
坦的文章，并先后邀请20多国媒体来乌
观光采风。今年以来，乌已举办134项旅
游相关活动，本次塔什干“丝路旅游”国际
旅游展也是乌方高度重视的一项活动。
作为世界旅游组织支持的一项乌兹别克
斯坦旅游界年度盛事，该展自1995年开
办至今，影响力逐年上升，吸引了越来越
多国家和企业参展。中方今年也首度参
展并在展会框架下举办了中国霍尔果斯
市旅游推介会，率队参展的中国驻阿斯塔
纳旅游办事处主任王淑琳认为，塔什干国
际旅游展是中亚旅游融合发展的例证，有
利于推动区域旅游合作。

为进一步向国际投资者推介乌旅游
资源，拓展国际合作，乌将于 11 月 19 日
至21日在塔什干举办首届国际旅游投资
论坛。此外，乌还计划参加日本、法国和
英国等地举办的旅游展。

2018年前8个月外国游客数量达3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6%——

乌力促旅游业成为国家经济战略产业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

写有“欢迎来乌兹别克斯坦”标语的热气球飘扬在旅游展场馆上空。 李遥远摄

2018年巴黎国际汽车展日前闭幕，纯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氢
燃料电池车等新能源车型成为亮点，技术创新为汽车工业和出行
方式带来的改变让已有120年历史的巴黎车展焕发出新活力。图
为人们参观广汽传祺品牌展台。 （新华社发）

技术创新让巴黎车展焕发新活力

据新华社罗马电 （记者陈占杰）
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说，意政府正在进行
一项重组计划以拯救陷入困境的意大利
航空公司，该计划包括意政府在重组后的
新公司中持有15％的股份。

意大利《24 小时太阳报》援引迪马约
的话报道，重组后的意大利航空公司资本
金将在15 亿至20 亿欧元之间，其股东将
包括意大利政府、意大利国家铁路公司以
及一个或多个国际合作伙伴。

据报道，这一重组计划目前仍面临不
同意见，而且还须得到欧盟反垄断部门的
批准。

意大利航空成立于1946年，目前拥有
120架飞机和约1万名员工。2008年，意
航因经营不善申请破产。2009年意航宣
布重生，但随后因面临廉价航空公司的激
烈竞争，经营再次陷入困境。

2017年5月，意航因出现约30亿欧元
的债务宣告进入破产程序，此后靠意大利
政府提供的9亿欧元过渡性贷款维持运营，
并被要求在今年12月15日前偿还贷款，其
中部分贷款将以公司股份的形式偿还。

意大利政府或持股意航

本版编辑 禹 洋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高攀 杨承霖） 全球最
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警告，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抑制经
济增长泡沫的同时，对金融市场产生压力，美国经济增长
可能已经“见顶”。

桥水基金的联合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在英国《金
融时报》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最近的金融市场动荡
是由于投资者认识到今年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盈
利“可能已见顶”。

他表示，随着美国利率水平上升和减税政策带来的
刺激效应逐步消退，美国经济可能正处于“从火热转向平
庸”的拐点，未来美联储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可能会对金融
市场产生更大压力。

上周，受美股估值过高、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
市场担心美联储继续加息等因素影响，纽约股市连续两
个交易日大幅下挫，并拖累全球股市普遍下跌。

普林斯认为，随着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
全球可能正从货币宽松时代转向货币紧缩时代。如果美
国经济增长的拐点确实到来，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可能更
趋动荡。

今年以来，美联储已加息三次，预计今年年底还将加
息一次。美联储上月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显示，美国经
济增速预计将从今年的 3.1％逐步回落至 2019 年的
2.5％和2020年的2％。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上月公
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经济学家预计到2020
年年底美国将迎来下一轮经济衰退。

普林斯担心，由于当前利率水平较低和财政赤字大
幅扩张，美国可能缺乏充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弹药”来
应对下一轮经济下行周期。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发出警告

美国经济增长或已“见顶”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尼日利亚副总统奥
辛巴乔近日发表讲话表示，现任政府迄今已向全国30多
万人提供了总额为151.83亿奈拉的小额无息贷款，受益
者包括小商贩、工匠和农民等，每个受益人的收入在5万
奈拉至55万奈拉之间。他相信，如果每年花10亿奈拉
在贫困人口身上，尼日利亚社会将会产生巨大变化。

目前，尼全国36个州和首都特区已经向超过30万
小企业、工匠和农民发放了5万奈拉至35万奈拉不等的
无息贷款，其中56％的贷款发给了女性。尼日利亚数量
最多的小企业是市场上的普通小商贩，政府认为需要给
予他们更多的机会。目前，尼日利亚已根据政府授权和
企业规划将小额信贷计划扩展到更多小企业，为数百万
尼日利亚商户提供更多机会。根据该计划，政府已授权
向200万小商贩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小额信贷。通过信誉
认证，未来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机会，创造更大的
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扩大信贷，这些小商贩将
被纳入正规经济活动范畴，目前银行已经为受益人和有
意受益者开设了34.9万个新的银行账户，以方便他们可
以获得政府和私人信贷。

作为尼日利亚劳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是
构成尼日利亚社会商品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解决尼失业问题的重要抓手。除了缺乏资金外，各种税
务、城管等监管机构效率低下、管理混乱也是制约中小企
业发展的一大问题。奥辛巴乔表示，政府目前的重点是确
保监管机构成为商业的促进者而不是障碍。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政府已建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将所有监管机构
聚集在一起，方便中小企业获得行政审批。

为促进经济发展

尼日利亚大规模发放小额信贷

以色列全年干旱少雨，国土面积三分之二被沙漠覆
盖，淡水资源极度短缺。以色列借助创新性的海水淡化
技术，只需短短的45分钟就可以把海水变成可饮用水，
缓解了缺水危机。以色列索雷科海水淡化厂是以色列一
家大型反渗透海水淡化厂，位于以色列沿海城市特拉维
夫附近，由以色列海水淡化企业IDE技术公司设计和运
营。图为以色列索雷科海水淡化厂的预处理池。

（新华社发）

海水淡化滋润“干渴”以色列

本报讯 记者周琳报道：世界银行15日在中国深圳举
办《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宣介会。报告
认为，在快速演变、日益受到技术影响的劳动力市场上，加
大对人口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是当务之急。目前，全世界机
器人使用数量迅速增加，引起了对工作岗位流失的恐慌。
技术为创造就业、提高生产力和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开辟
了路径，对创新的恐慌是毫无根据的。

报告显示，新市场和新工作需要员工具备解决问
题、批判性思维，以及沟通和合作等人际交往能力。技
术变革取代了重复性的“可编码”工作，但也创造出了新
的就业岗位。要适应工作性质变化，需要各国调整现有
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培养适合当前技术发展需求
的劳动力。

世行发布《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

未来工作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