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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伦敦记者 马翩宇

目前，尽管特雷莎·梅没有消除反对议员对脱欧协议的顾虑，议
会最终胜出的前景依然很不确定，但在避免“无协议脱欧”方面，英

内部分歧仍存
在 2019 年 1 月 8 日下议院投票中，
英国内阁为应对
“无协议脱欧”所提交的
财政补偿方案遭到议员们的否决，这是
英国内阁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第二次遭
到下议院否决。同时，下议院通过修正
案，如果脱欧协议遭到议会否决，
内阁仅
有 3 天时间向议会提交新的脱欧方案。
英国议会下院原定于 2018 年 12 月
份举行投票，对英国政府与欧盟此前达
成的脱欧协议展开表决。但投票前一
天，特雷莎·梅突然宣布推迟表决，理由
是担心协议可能无法通过。
推迟表决后，
特雷莎·梅在随后的欧
盟峰会上再次与欧盟领导人就脱欧展开
协商，但欧盟拒绝再作出任何让步，峰会
并未达成任何有利于英国的承诺，欧盟
依然坚持当前的脱欧协议是欧盟与英国

国各界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英国政府对于“无协议脱欧”将给英国
经济带来灾难性冲击的
“渲染”
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共鸣。
之间唯一能够确定的协议，不存在任何谈
判的余地。
到目前为止，对于与欧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包括保守党内部、联合执政的北爱尔
兰民主统一党、工党在内的反对议员依然
认为，这份脱欧协议是将英国的未来拱手
让给欧盟来决定，其中对于解决爱尔兰及
北爱尔兰“硬边界”问题的“兜底条款”，欧
盟对其生效可能性及一旦生效后的持续时
间并没有给出明确限制和界定，这将使英
国何时能够退出关税同盟、与欧盟实现确
定的贸易关系以及获得签订贸易协定的自
主权成为未知数。而且，该协议在市场竞
争、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本应由英国引领
的规则设置上依然遵从于欧盟的规则约
束，使英国失去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力避“无协议脱欧”
目前，尽管特雷莎·梅没有消除反对议
员对脱欧协议的顾虑，议会最终胜出的前
景依然很不确定，但在避免“无协议脱欧”
方面，英国各界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
英国
政府对于
“无协议脱欧”将给英国经济带来

灾难性冲击的
“渲染”赢得了越来越多的
共鸣。1 月 8 日，特雷莎·梅的财政方案
遭到否决，从侧面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
议员认为
“无协议脱欧”是最应该避免的
结果，无论如何都应该在一个与欧盟达
成确定安排的前提下脱欧，反对当前脱
欧协议的议员们希望有更好的协议，从
而为英国从欧盟手中争得更多自主权，
而不是
“无协议脱欧”
。
此外，世界银行最新的经济展望报
告预计，
如果
“无协议脱欧”成为现实，
英
国以及欧盟经济，乃至与英国有紧密贸
易联系的北非国家经济都将受到冲击，
从欧洲东部的白俄罗斯、乌克兰，
到地中
海沿岸的土耳其、埃及，
以及北非的摩洛
哥将无一幸免。
从英国商界的声音来看，英国大型
企业及部分在英投资的美国公司，如星
巴克、麦当劳、万事达、希尔顿等，
已联合
向英国政府呼吁停止在脱欧问题上无意
义的
“循环”
。
非营利性企业游说团体
“伦敦第一”
表示，
如果下周的议会脱欧投票失败，
英
国政府应该促使欧盟重新启动里斯本条

欧盟释放积极信号
与此同时，欧盟方面也在释放积极信
号，
帮助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在议会投票
上获得更多通过的可能性。据悉，欧盟考
虑将在下周议会投票前以书面形式就“兜
底条款”作出说明，
从而在政治上再次保证
该条款不会使英国存在永久留在欧盟关税
同盟内的可能，欧盟也将尽快与英国达成
确定的贸易安排，与英国的贸易关系谈判
将在 2020 年底之前完成。
但是，欧盟认为这一书面保障仅仅是
基于对已经达成协议内容的重复解释。如
果欧盟对于英欧未来关系安排的再保障能
够得到执政联盟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认
可，脱欧协议将有很大可能性获得该党支
持，增加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欧盟同时也
再次表示不再接受重新谈判。如果脱欧协
议在英国议会遭到否决，欧盟将不会为达
成新协议考虑延期，
除非进行二次公投。

法兰克福家纺展
亮丽开展
2019 年 法 兰 克 福 家
用及室内纺织品展（法兰
克福家纺展）8 日在德国
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
多彩亮丽并带有印花图案
的新产品受到与会者青
睐，或将成为今年家居纺
织品流行趋势。本届展会
为期 4 天，来自 65 个国家
和 地 区 的 3000 多 家 参 展
商参展。主办方表示，今
年参展的企业数量为过去
15 年来之最。共有 578 家
中国企业参展，比去年增
加 33 家。
图为一名参观者体验
一款用多彩纺织品制作的
秋千。
（新华社发）

中东欧旅游消费峰会举行

通胀率保持低位

制造业表现突出

印尼经济运行平稳预期向好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印尼 2018 年各项经济指标运行良好，一系列经济举措取得成
效，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5.2%，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3.13%，财政支
“2018 年印尼外部经济环境面临较
大下行压力，所以 2019 年必须增加投资
工具以扩大股票发行数量和规模，尤其
要支持中小发行方。”印尼经济统筹部部
长达尔敏近日表示。
达尔敏对印尼资本市场的乐观态度
是有底气的。2018 年印尼共有 619 家
上市公司，新增 57 家，创下 1992 年开市
以来历史之最，这些上市公司较好地应
对了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和大宗商品
价格下滑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
据印尼经济统筹部测算，2018 年前
三 季 度 印 尼 经 济 增 速 分 别 为 5.06% 、
5.27% 、5.17% ，全 年 有 望 达 到 5.2% ，
2019 年和 2020 年预计分别达到 5.3%
和 5.4%。印尼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8 年全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3.13%，
低于年初政府预算案中设定的 3.5%目
标和 2017 年的 3.61%。印尼中央统计
局长苏哈尔扬多表示，低通胀率主要归
功于对燃料、电力价格的宏观调控，肉、
蛋、鱼、米、饮用水等基本食品价格上涨

2019 年开年以来，金融
市场的压力和人们对全球经
济放缓的担忧，给世界经济
的发展前景笼罩了一层
阴影。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最新
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下
调了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原因是贸
易紧张局势、金融市场动荡
和一些新兴市场遭遇货币挑
战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恶化。
从报告数据来看，较之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下行风险似乎更
大。报告同时下调了发达经
济体 2019 年和 2020 年的经
济增速预期，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 2019 年经济增
速则与 2018 年持平，2020 年
将上升 0.3%。其实，发达经
济体经济下行早有苗头。以
美国为例，2018 年底，美国
股市遭遇大萧条以来最糟糕
的表现，
银根逐渐收紧，
公司
债发行速度大幅放慢。
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负
面效应正在释放。在关税和
加息双重作用下，不少投资
者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出
现动摇，投资者担心关税将
使公司供应链成本上升并削
弱需求，同时更高的利率可
能会让债台高筑的企业雪上加霜。
此前，
苹果公司等企业
下调今年第一财季收入预期引发股市动荡即是证明。
中美经贸摩擦给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的影响也开始
显现。
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
德国经济增长已连续保持
了 9 年，但经贸摩擦也有可能让德国经济“踩刹车”。德国
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11 月份工业订单下滑 1%，
降幅远大于预估的 0.4%，这一消息引发外界对德国经济
失速的担忧。
不过，
经济增速放缓毕竟不是衰退，
经济下行也并非
“无药可救”。正如世界银行负责上述预测报告的经济学
家阿伊汉·高斯所言，前景仍有可能改善，比如金融市场
因美联储可能暂缓加息的消息已经冷静下来，一些打压
全球经济活动的贸易纠纷也有望得到解决。如果经济企
稳且贸易战消退，
经济增长的抗风险能力将提高。
从最新消息看，相关决策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经济
下行风险正在加大这一事实，
并有意相应地调整政策。
例
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表示要根据实际经济走势采
取灵活的货币政策。1 月 9 日发布的美联储 2018 年 12 月
份会议记录显示，
决策者认为市场和海外风险导致
“未来
政策紧缩的适当程度和时机不如之前明确”，
表示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及金融市场震荡有可能会削弱原本强劲的美
国经济前景，
认为美联储不需要急于进一步加息。
美联储
更趋向平稳的政策将给市场带来稳定预期。
世行展望报告的发布正值中美代表团在北京展开贸
易谈判，
两国都在寻求解决经贸摩擦的途径。
中国商务部
10 日发表声明说，中美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增进了相互
理解，
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
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表示，两国官员讨论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
惠和平衡的途径”。随着贸易谈判有取得成效的迹象，美
国股市周三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
延续近期涨势。
这再
次证明，
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
推动全球自由贸易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周明阳

1 月 15 日将是英国议会投票决定英
国脱欧前途的关键一日，脱欧协议能否
获得议会通过依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除了坚持到底别无
它路，因为协议本身已经无法更改。面
对议员们的反对，特雷莎·梅坚定地表
示，无论前景如何，投票都将如期举行，
她本人也将作最后的努力促成脱欧协议
获得更多议员支持。

约
“第五十条”，
延迟脱欧最终日期，
以获得
更充足的时间制定一个更为可行的协议，
将英国从
“无协议脱欧”的边缘拉回来。
“无
协议脱欧”就像是在
“悬崖边上颤颤巍巍”，
是英国企业应竭力避免的最坏结果。
该团体调查统计显示，只有不到 41%
的英国企业家认为已做好了应对脱欧的准
备，超过 79%的英国企业家认为未来英国
与欧盟的经贸安排是不确定的。英国商界
在总体上支持特雷莎·梅的脱欧方案，
相对
“无协议脱欧”，
特雷莎·梅的脱欧方案虽然
不够理想，
但还是可以接受。

下行风险加大 期待政策转向

英国:避免“无协议脱欧”成各界共识

出规模达 1534 亿美元，
经常账户赤字率控制在 2.5%以内。

仍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因。
印尼央行新闻发言人阿古斯曼表示，
2019 年印尼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协调中
央和地方政府政策、保持汇率稳定，
以营造
理性通胀预期并确保低通胀水平。印尼财
政部部长斯莉宣布，2018 年全年财政支出
规 模 达 1534 亿 美 元 ，预 算 实 现 率 高 达
99.2%，支出效益和民生保障能力明显提
高对经济增长正向刺激效果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从国内产业角度看，
2018 年印尼制造业表现颇为突出。受印
尼“工业 4.0 规划”推动和对华产能合作强
化等利好因素影响，2018 年印尼制造业对
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印尼工业部部长艾尔郎加表示，2018 年制
造业对经济增速贡献率达到 20.5%，位于
中国的 28.8%、韩国的 27%、日本的 21%、
德国的 20.6%之后，但已大幅领先美国、法

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巴西等主要经
济体。
“这还不够，因为 2001 年这一指标
曾逼近 30%，印尼必须抓住当前市场扩
大和投资转移机会，坚持走复兴制造业
的强国之路。”艾尔郎加说。
诸如五菱汽车、OPPO 手机等中国
先进制造业企业近年来纷纷在印尼设
厂，LOTI 等中国时尚企业则联手新加
坡“数字时装周”等共同开拓印尼市
场。市场分析认为，由此带来的技术转
移、人才流动、品牌效应等有力推动了
印尼新兴制造业产能的提高。另据印尼
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莱姆邦表示，
2019 年将有更多中国手机制造企业和
韩国汽车制造企业落户印尼廖内省，投
资规模有望高达 10 亿美元和 8.25 亿美
元，这将有力提高 2019 年的印尼投资
展望。

从对外经贸交往角度看，印尼国际收
支总体趋向平衡。据印尼央行最新预计，
2018 年 全 年 经 常 账 户 赤 字 率 将 控 制 在
2.5%以内，低于年初政府预算案中设定的
3%目标。央行行长派里表示，自 2018 年 9
月份以来，
一系列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调
控政策效果明显，预计更多外资今年将进
入印尼，
这将帮助缩小经常账户赤字。
市场分析认为，2019 年印尼不少行业
将迎来新一轮变革。在能源行业中，为确
保能源价格在 2019 年大选结束前保持低
位运行，
石化能源将继续发挥主引擎作用，
财政刺激和政策倾斜将继续得到保障。同
时，生物能源对石化能源的替代率将在政
策推动下继续提高。在基建交通行业中，
印尼政府已承诺在 2019 年三季度前完成
包括苏门答腊港口、跨爪哇岛高速公路等
79 个国家战略基建项目，雅加达南部地铁
和轻轨建设有望于 2019 年 3 月份开工，该
项目将完成大雅加达地区轨道交通的闭
合。在旅游服务业中，政府将努力实现
2019 年吸引 2000 万境外游客目标，目前
正考虑新增毗邻新加坡的廖内群岛为入境
口岸，并在泰国、马来西亚建立旅游港，靠
前提供入境服务，同时在雅加达国际机场
新辟低价服务航站楼，大力发展会展和婚
庆业吸引高端游客等。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由德国易游集
团举办的中东欧旅游消费峰会日前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举行，
会议着重探讨和交流中国出境游的发展趋势、中
国游客境外消费行为分析以及如何更好地提高旅游服务
质量等。来自中国国内和欧洲的旅行社、商户、餐饮、酒
店以及游轮等服务领域的代表约 300 人参会。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驻布达佩斯办事处主任崔可十分
看好中东欧旅游和文化市场，他说：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旅游文化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和‘16+1’合作机制
指引下不断深入，双向旅游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2017
年达到 170 万人次，旅游合作已成为中国和中东欧合作
的新增长点。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前景可期。”
匈牙利旅游局外交事务首席顾问鲍罗什女士说：
“近
年来到访匈牙利的中国游客人数不断增多，2018 年估计
将有超过 25 万名中国游客到访匈牙利。随着 2019 年上
海至布达佩斯直航航线开通，相信中国游客人数还会有
较大增长。”
德国易游集团首席执行官杨泱表示，中国游客境外
消费不断增长，
但传统退税手续时间长且繁杂，
已成为中
国游客境外购物的痛点。为满足中国游客境外消费需
求，
易游打造了电子退税购物平台，
方便购物和退税。

越南2018年旅游收入增两成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越南旅游总局近日公
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8 年有 1550 万人次国际游客到
访越南，同比增加近 20％，旅游收入增长 21.4％。其中，
中国仍是越南国际游客最大来源国，2018 年到访越南近
5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9％。紧随中国之后，韩国、日
本分别以 340 万、82.6 万人次游客位居前列。
尽管近年来越南旅游业发展迅速，但亚洲仍是越南
最重要的国际游客市场。2018 年亚洲游客到访越南
1200 万人次，占越南国际游客总数的 77.9％，同比增长
23.7％。其中，中韩两国游客即占越国际游客数量的一
半。2018 年来自欧洲的游客达到 2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8.1％；
来自美洲的游客达到 90.3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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