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12 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结构调整起步早

硬煤及褐煤发电是德国电力供应的
重要来源，但在德国开采硬煤却越来越缺
乏国际竞争力，该行业长期亏损，需要政
府补贴才能生存。德国政府2007年决定
逐步停止硬煤开采。随着此次德国正式
停止开采硬煤，能源转型这一“老话题”再
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能源转型概念起始于上世纪 70 年
代。在经历了石油危机等一系列能源市
场震荡后，环保理念不断兴起，德国开始
着手制定能源转型战略。最初，德国实施
能源转型战略的动力更多源于对能源供
给安全的考虑，但随着减排压力不断增大
以及对核电安全性忧虑上升，德国能源转
型的压力不断上升。

在《2010 年能源规划》中，德国联邦
政府制定了战略目标，到2050年在全国
范围内彻底实现环保型能源供给。此外，

德国政府还希望能够在2020年时将温室
气体排放量减少40%。为了达到这一目
标，德国政府在 2014 年时制定了《2020
年环保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就是德
国能源转型进程。

从结构上看，德国能源转型核心工作
主要包括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以及停止使用核电。在近年来
大力实施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德国 2017
年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占 到 发 电 总 量 的
33.1%。德国联邦政府制定的可再生能
源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达
到总能源消耗的18%，2030年达到30%，
2040年达到45%，2050年达到60%。其
中，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电力消耗要
达到80%。

供给保障压力大

尽管德国政府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
的能源转型目标，公共舆论也在不断呼吁

推动能源转型进程。但是，德国在能源转
型之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德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能源供给
上的挑战。德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匮乏，
太阳能资源禀赋较南欧国家也相对匮
乏。因此，德国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先
天条件”上并不占优势。当前，传统化石
能源、特别是煤炭能源当前在德国能源结
构中仍占很大比重。数据显示，2016 年
德国尚有40%左右的电力由煤炭资源提
供，这一比例在 2017 年降至 36.6%。目
前虽然停止开采硬煤，但德国褐煤开采和
使用量仍然较高，在一些地区，褐煤开采
仍是当地的经济支柱。与硬煤不同，露天
褐煤开采业务目前仍然是盈利性业务，开
采出的煤炭大部分用于附近的坑口电站。

2018 年年中，德国联邦政府为了研
究解决关于弃用褐煤相关问题，成立了名
为增长、结构转型与就业的专门委员会

（也被称为“煤炭委员会”）。近日，该委员
会表示，将在 2019 年 2 月份前后就德国

弃用褐煤的具体日程及相关安排拿出具
体方案。届时，德国将确定何时、如何弃
用褐煤，这也将对德国经济社会产生深远
影响。

弃用褐煤，德国并没有太多的能源替
代选项。况且，受福岛核电站事故影响，
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决定于2022年彻底放
弃核电。这一决定虽然受到广泛认可，但
其给德国能源供应及能源转型带来了很
大压力。数据显示，2017 年德国总发电
量中有 11.6%来自核电。这一比例虽然
没有煤炭高，但弃用核电的时限已相当紧
迫，加之目前社会各界对德国弃用煤电的
呼声日渐高涨，要想完全以可再生能源弥
补弃用核电带来的缺口尚有不少困难。

经济发展受制约

更严峻的是，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矛盾尚难调和。

德国彻底弃用煤炭能源，将会对德国
东部一部分地区的整体经济形势产生决
定性影响，涉及数十万工作岗位以及地区
经济发展。为了解决弃用煤炭带来的潜
在影响，德国东部联邦州要求德国联邦政
府在未来数十年内对该地区拨付高达
600 亿欧元财政补贴。但不久前联邦财
政部长肖尔茨则表示，到2021年仅能向
该地区提供15亿欧元补贴。与此同时，
德国经济界也提出，联邦政府应当从财政
和税收等方面给予受影响的煤炭等能源
行业企业适当补偿。

能源价格不断攀升将制约德国经济
发展。专家分析指出，一旦德国开启弃用
褐煤进程，能源价格将进一步升高。目
前，德国能源密集型企业对过去两年能源
价格迅速上涨已经颇有怨言。弃用褐煤
则会使企业和普通居民面对更加高昂的
能源价格。这对于提升德国企业竞争力
和拉动居民消费都是巨大的阻碍。

尽管硬煤开采在德国已经成为历史，
但德国能源转型之路还很漫长。随着减
排压力、弃用褐煤、弃用核电等一系列压
力在短时间内高度集中发酵，德国平衡经
济发展与能源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对
德国联邦与地方政府将是十分严峻的
挑战。

硬煤开采成历史 能源价格呈升势

德国能源转型并不轻松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日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

尔从矿工手中接过最后一块

煤炭，德国境内最后一座硬煤

矿——位于鲁尔区的哈妮尔

煤矿正式关闭，这标志着硬煤

开采在德国正式成为历史。

为了实现能源转型，德国政府

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转型目

标。然而，如何解决能源需求

缺口，应对能源价格上升？德

国能源转型还面临不少难题。

2018年对于中国和塞内加尔双边关
系来说，是意义重大、非同寻常的一年。7
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塞内加尔进
行了国事访问，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
议，塞内加尔成为西非第一个同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9月份，在
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塞
内加尔接替南非成为下一任非方共同主
席国，将在未来3年与中方一起努力，推动
中非合作八大行动的落实。目前，中塞双
方保持着极高的热情，举行了一系列活
动，推动着双边互利合作向更高水平
迈进。

工业化和产能合作历来是中塞两国
合作的重点领域。2018年1月22日，由
中国中地海外公司建设完成的塞内加尔
迪亚姆尼亚久工业园一期正式揭幕，塞总
统萨勒出席揭幕仪式并宣布启动项目二
期。目前，工业园一期已有 7 家企业入
驻，投资260亿西非法郎，提供就业岗位
1053 个。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张迅表

示，中方积极支持并参与塞工业化进程，
愿同塞方分享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工
业化道路和工业园建设方面积累的丰富
经验，进一步深挖合作潜能，鼓励中方金
融机构和企业扩大对塞投资，助力塞工业
化发展，推动中塞务实友好合作不断造福
两国人民。

萨勒总统表示，作为“振兴塞内加尔
计划”的重要工程，迪亚姆尼亚久工业园
的设计建设得到了中方大力支持，已入园
投产的中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培
训了当地技术工人。塞方将积极借鉴中
方在工业园建设运营方面的成功经验，并

同中方开展工业园二期项目合作，欢迎更
多中国企业来塞兴业投资，推动塞中产能
合作收获新成果。

目前，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基础设施
不足依旧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8年12月20日，历时3年多建设的捷
斯—图巴高速公路顺利通车。该高速公路
连接了塞内加尔两个重要城市捷斯和图
巴，极大推动了塞内加尔国内交通网的升
级提速，同时也方便了当地百姓日常出
行。捷斯—图巴高速公路由中国路桥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全长113公里，总投资
8亿美元，创下了许多项“第一”：中塞两国

之间经贸合作中最大的单体项目；塞内加
尔独立以来最大的单体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第一条由外国直接投资建设的高速公
路。工程建设期间，直接创造了7000个
到8000个就业岗位。公路建成后不仅有
利于塞内加尔国内的交通，同时也为塞内
加尔由陆路通向周边国家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随着中塞各领域合作全面发
展，“汉语热”在塞内加尔悄然升温。越来
越多的学校开设了汉语教学课程，并持续
向中国使馆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增派中国
的汉语教师，满足当地学生旺盛的汉语学
习要求。中方也通过达喀尔大学“孔子学
院”，公派汉语教师等多种形式，加强两国
文化交流。张迅大使表示，中塞关系发展
必将促进塞汉语教学的发展，并鼓励汉语
教师不断提高汉语教学水平，当好中塞友
谊的使者。

展望2019 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制定的中非合作“八大行动”指引下，
中塞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将更上一层楼。

中塞双边互利合作可望再上层楼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郭 凯

2018年，中塞两国在工业化、产能合作、文化和体育交流等方面收获

了不少成果。展望2019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制定的中非合作

“八大行动”指引下，中塞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将更上一层楼。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
工业部日前宣布，鉴于内需走强，2019年
农用工业增速目标确定为 7.1%，较 2018
年的6.93%略有提高。印尼工业部农业工
业总司长阿赫马德表示，农用工业是印尼
非油气加工业加快发展的主引擎之一，是
印尼制造业的重要基础，该行业2018年三
季度增速高达7.23%。印尼小微企业多分
布于农用工业。

阿赫马德表示，2019 年，印尼经济将
继续保持较快速增长，这为饮食加工，干
草、木材、竹和藤、纸张及纸条编制的手工
艺品、家具等农用工业加快发展带来了良
好机遇。

据印尼工业部数据，2018 年上半年，
农用工业对非油气行业国民生产总值贡献
率高达49.11%；对外出口规模达232.6亿
美元，占到同期出口总额的 26.43%；国内
外投资总额达28亿美元。

左图 印尼民众用干草和藤条编制手工
艺品。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摄

印尼提高农用工业发展目标

要从日本过，留下买路钱。从1月7日起，日本政府
开始向出境者征收“国际观光旅客税”，简称“离境税”，每
人1000日元（约合64元人民币）。只要年满2周岁、在日
本停留超过24小时，无论外国人还是日本本国民众，都
得交税。

日本真的这么缺钱吗？日本政府冠冕堂皇的说辞，
是要用这笔钱提升日本旅游业的竞争力，吸引更多游
客。根据日本国税厅和观光协会的文件，这笔税收的主
要用途包括建设让游客感觉轻松舒适的环境；提供更方
便快捷的资讯服务，宣传日本旅游观光；因地制宜开发人
文和自然景观资源。不过，这钱具体怎么花？基本没说。

日本经济增长近10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始终未能
实现复苏。旅游业算得上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带动餐
饮、酒店和零售业发展，还增加了不少就业岗位，对拉动
经济增长作出了不少贡献。日本政府重点发展旅游业无
可厚非。不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靠征收“离境税”筹
集发展资金，这种做法要不得。

据统计，2018年，访日外国游客数量达到3000万人
次。日本政府设定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吸引6000万海
外游客。这样算下来，光是从外国人身上收取的“离境
税”，每年就能有几百亿日元。这么多钱全部用于发展旅
游业？有点夸张。

日本政府要做这笔“雁过拔毛”的买卖，其实另有小
算盘。2020年，日本将举办东京奥运会。“离境税”，说白
了，其实是为奥运买单。筹备奥运会需要大量的基础设
施投入，可目前日本政府已经被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医疗
和养老支出大幅增加压得喘不过气来。再加上日本经济
不景气，去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2.5%，入不
敷出，日本政府很难拿出大笔资金筹备奥运会。靠企业
和社会融资，也是捉襟见肘。因此，日本政府不得不靠收
点“买路财”贴补奥运。

不过，靠征税敛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建好奥运
会相关的各项基础设施，接待好2020年到日本观看奥运
会的游客，日本政府需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开源节流，
借筹备和举办奥运会之机搞活经济，让奥运经济成为日
本新的经济增长点。

日本为啥要雁过拔毛
禹 洋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高攀） 世界银行7日宣
布，世行行长金墉将于2月1日提前卸任。

金墉在世行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他很荣幸能
担任世行行长，世行致力于消除极端贫困。随着全球贫
困人口的诉求提高，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饥荒、难民等
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长，世行的工作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重要。

世行表示，在金墉卸任后，世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
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将从2月1日起担任世行临时行长。

金墉1959年出生于韩国首尔，5岁时随家人移居美
国，曾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医学教
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顾问、达特茅斯学院校长等。
2012年，金墉获得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成为世行
行长候选人，并最终当选世行行长。2016年9月，世行
执行董事一致同意金墉连任世行行长，其第二任期从
2017年7月1日开始，任期5年。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将提前卸任

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杨晓静） 英国政府公布
《国民保健制度（NHS）长期计划》，将在2023/2024年度
之前每年新增205亿英镑用于英格兰地区NHS改革。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曾指出，脱欧后，英国无需每年
向欧盟输送巨额资金，从而收回对资金的控制权，使公共
财政更为强大，对 NHS 的额外支出承诺也因此成为可
能。特雷莎·梅希望通过该计划使NHS继续成为世界上
最好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一。

这份长达136页的改革计划致力于提升治疗方案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快急诊就医速度、及早发现癌症、推
动全民保健、强化社区医疗服务、加大数字技术应用、改
善心理健康服务等。

英格兰地区NHS首席执行官西蒙·史蒂文斯指出，
NHS目前有10万个职位处于空缺状态，新增资金中很
大一部分将用于资助未来10年内增加的医生和护士。

NHS 作为英国公共医疗服务系统已有 70 多年历
史，致力于为英国范围内所有人提供全面、普遍、免费的
医疗健康服务。近年来，受财政紧缩影响，NHS因效率
低下、资源不足等问题饱受诟病。

英国拟增加医疗体系改革支出

与猫咪一起做瑜伽

美国休斯敦一家猫咪咖啡馆定期举办猫咪瑜伽课
程，有趣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消费者。有瑜伽学员说，比起
一般瑜伽课，和猫咪一起做瑜伽不仅有趣，而且更放松。
图为学员在课程开始前和猫咪玩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