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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原计划在本月底国会开幕
时提交的公务员法、工资法修正案暂时搁
浅，这些法案将在春季统一地方选举和夏
季参院选举之后另行向国会提交。

今年是日本的选举年，四年一次的统
一地方选举和三年一次的国会参议院将
改选半数席位，分别在 4月份和 7月份举
行。日本政府的原计划是选举和审议重
要法案两不误，但近日厚生劳动省违反统
计法致使企业工资统计数据失实丑闻曝
光后，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损失，也使
公务员队伍形象受损，此时提出延长公务
员退休年龄及提高公务员待遇，容易引起
社会舆论及在野党的反感。因此，政府调
整战术，改为选举之后再交国会审议。

日本政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研究延
长公务员退休问题，去年8月份国家人事
院曾提交书面报告，要求分阶段延长公务
员退休年龄，并提高老年公务员工资待

遇，使之与全社会延长退休年龄、解决劳
动力不足、缓解养老金压力的政策相一
致。为此，日本政府起草了国家公务员
法、工资法修正案，并计划年内提交国会
审议，以法律形式规定退休年龄一律延长
至65岁。

此前，日本政府没有强制规定，只是
号召、鼓励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员工延长
退休年龄。其中，公务员再任用制度规
定，在本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允许将退
休年龄适当延长。国民养老金也已经延
迟到 65 岁之后才能够领取。但是，只有
一部分国家公职人员试用再任用制，大部
分国家公务员和企业职员则在60岁之后
选择第二职业或打零工维持生计。

日本政府计划从2021年开始实行新
法律，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一律延长
至 65 岁，其中有行政领导职务者原则上
60 岁之后脱离领导职务，极个别有特殊
专业知识或特殊需要的行政领导职务经
批准后可适当延长任职年龄。同时，规定
60 岁以后的工资水平应不低于 60 岁之
前收入的 70%，还可根据身体情况实行
弹性工作制。在操作层面，该方案计划从
2021 年开始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每两年
延长一岁，到 2030 年前后实现所有人员
65岁退休。

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包括中央政府机
关和特殊行政执行法人机构工作人员，总
人数约 58.4 万人。另外，由于日本实行

地方自治制度，地方公务员有 273.9 万
人，更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日本政府延长国家公务员退休年龄
的举措具有多重目的。一是适应人口减
少、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解决国家公
务员队伍人手不足问题。二是以此为示
范，带动地方自治体和民间企业从制度上
延长退休年龄。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7
年的一项调查，目前实施65岁退休的民间
企业不足20%，远未达到政府的老龄化社
会就业目标。同时，此举还可以引导民间
企业提高60岁以上在职人员的工资待遇。

目前，在民间企业雇用制度中，60岁
以上人员的工资待遇明显偏低，大部分老
职 员 收 入 仅 为 60 岁 之 前 工 资 收 入 的
60%。据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机构的一项
调查，有25.8%的企业老年职工工资收入
甚至不足60岁之前工资的60%。日本政
府希望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带动全
社会老年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

目前，政府草案已经制定完成，只是
考虑到国会选举和舆论反应延期提交国
会审议，但公务员延迟退休已势在必行。

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 延迟退休势在必行

日本“以官带民”延长退休年龄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受制于地方和国会参议院选举，日本政府原计划在本月底国会开

幕时提交的公务员法、工资法修正案暂时搁浅。不过，鉴于日本社会老

龄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公务员延迟退休势在必行。

贸易不确定性等下行因素增加

IMF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本报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1 日发布报告，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5％和3.6％，同时
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展开多边合作，共同
应对贸易体制所面临的挑战。

IMF继去年10月份考虑到贸易紧张
局势加剧等因素，将2019年和2020年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7％之后，于
1月21日在瑞士达沃斯发布的《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再次下调今明两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 0.2个和
0.1 个百分点。融资环境收紧、贸易不确
定性、英国“硬脱欧”等风险都被认为是经
济下行的触发因素。

报告预测，主要受到欧元区经济下行
修正影响，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未来两年
将持续出现下降，整体增速将从去年的

2.3％下降至今年的 2.0％，2020 年降至
1.7％。同时，报告预计今年发展中经济
体增速小幅放缓至4.5％，2020年有望回
升至4.9％。

IMF表示，未来中美贸易谈判结果和
全球金融环境变化都可能对增长预期构
成影响。IMF呼吁，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
合作应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减少贸易
成本，避免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手段解
决贸易纠纷。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主要央行更为谨
慎，美联储开始释放鸽派信号，尤其是暗
示 2019 年、2020 年加息节奏放缓；欧洲
央行虽然在去年 12 月结束了购债计划，
但仍表示货币政策将维持宽松，至少在今
年夏天前不会开启加息进程。

（综合新华社和本报记者报道）

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全球瞩
目，平日里安静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再次沸
腾，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全球化
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
构”主题下，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余名嘉宾汇聚一堂，就全球经济发
展及全球治理相关的热点问题深入探讨
与交流。

论坛现场的热烈气氛给与会者带来
了一个强烈感受，论坛紧跟时代潮流，以
全球视野和多维角度把握世界发展脉
搏，提出解决方案并引发持续关注和
思考。

“全球性重大议题仅靠各国政府是
无法解决的。”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
行主席施瓦布表示，“对于我们全球共同
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方”。
本届冬季达沃斯将专门聚焦气候变化、
包容性增长和国际治理等领域的若干重
点问题，探求如何以兼顾和平、包容性和
可持续性发展新模式实现全球化的“再
出发”。

作为一个民间和非政府组织，世界
经济论坛胸怀天下、着眼未来的格局值
得称赞。当然，一次会议无法解决全球
经济发展中的实质问题，但发现问题、提
出方案并把握大势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全世界的思想者、
行动者和决策者汇集到一起，让各种思
想、理念相互交流并碰撞出火花。正如
世界经济论坛的口号一样，“我们致力于
改善世界现状”。

当前，西方各国“各怀心事”，美国政
府“停摆”近一个月，脱欧方案在英国议
会遭到否决，法国国内改革引发“黄马
甲”游行抗议……美欧多国领导人忙着
收拾国内的烂摊子，取消了达沃斯行
程。不过，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官方发布
的消息，今年仍有约65位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和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会。

在本届论坛上，中国依然是重要角

色，中国话题自然也是热门。在论坛现
场，无论是演讲、讨论、对话还是采访，“中
国”“中国经济”和“一带一路”倡议等话题
不绝于耳。在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蔓延、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全球经济
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的形势下，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中
国的大国担当、妥善应对贸易争端和深化
改革等举动，特别是中国扩大开放的一系
列举措，受到了各方关注和赞誉。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率中国代
表团与会，这是出席本届论坛规模最
大、阵容最强的外国代表团，成为论坛
新闻关注焦点之一。在现场，外媒记者
多次向中国记者打听中国代表团的消
息。此外，中国国企和民企亦有为数众
多的代表参会，展现中国企业家积极参
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愿；还有来自中
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部分专家学者与
会，积极为论坛贡献中国智慧和思想。
世界经济论坛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舞台，
中国则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带来了
精彩故事。

在美丽的冰雪景色映衬之下，阿尔卑
斯山下的达沃斯连日来沉浸在热闹气氛
之中，晶莹洁白的雪花带给人们美好的遐
想和憧憬。面对2019年世界经济存在下
行风险的隐忧，世界经济各利益攸关方应
不惧前路艰难曲折，团结协作，共同致力
于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

世界经济论坛探讨全球化“再出发”——

中国扩大开放举措受到广泛关注
本报记者 杨海泉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遥远报道：根据乌兹别克斯坦
国家统计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2018年乌兹别克斯坦新增
外企2043家，在乌外企总数达7560家，同比增长37%。其
中，新增俄罗斯企业392家、土耳其企业371家、中国企业
309家、哈萨克斯坦企业229家、韩国企业127家。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在乌中企数量达 1121
家，排名第二；在乌俄罗斯企业有 1427家，排名第一；土
耳其、韩国和哈萨克斯坦企业分别为 874 家、637 家和
510家，分列第三位至第五位。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银行（央行）近
日公布的去年12月份韩国金融市场动态显示，国债利率
继续下降。由于多个主要经济体采取了降息措施，且韩
国国债发行量有所减少，韩国去年12月份国债利率继续
呈下降趋势。截至去年12月底，韩国3年期国债利率为
1.81%，10年期国债利率为1.99%。同时，家庭负债持续
增加。截至去年 12月份，韩国家庭负债额共计 827.6兆
韩元。

此外，企业贷款减少。去年 11 月份，韩国企业贷款
曾有所增长，但 12 月份由于企业着手调整年底债务状
况，所以企业负债开始减少。截至去年 12月份，韩国企
业的银行贷款额共计 824.1 兆韩元。由于银行收入增
多，去年 12月份韩国银行的收入为 14.7兆韩元，持有资
金的规模达到1643兆韩元。

韩国国债利率呈下降趋势

在乌中企数量达 1121家

据新华社巴黎电 （记者陈晨）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
由委员会21日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国谷歌公司违反了数
据隐私保护相关规定，法国将对其处以 5000 万欧元罚
款。这是依据去年新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开
出的首个罚单。

2018年5月份，两家欧洲非营利性隐私和数字权利
组织相继向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投诉称，谷歌在
处理个人用户数据方面采用了“强制同意”政策，其收集
的数据包含大量用户个人信息。

公告说，依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专门
小组认为谷歌在处理个人用户数据时存在缺乏透明度、用
户获知信息不便、广告订制缺乏有效的自愿原则等问题。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8 年 5月 25日在全体
成员国正式生效。这被广泛认为是欧盟有史以来最为严
格的网络数据管理法规。违规企业最高可能受到 2000
万欧元或全球营业额4％（以较高者为准）的罚款。

法国对谷歌开出巨额罚单

本版编辑 禹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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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

海泉报道：1月21日，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日内瓦发
布最新一期《世界投资趋势
监测报告》称，2018 年全球
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持续下
滑，预计 2019 年有望回升,
但潜在趋势依然疲弱。

报告说，2018年全球外
国 直 接 投 资 从 2017 年 的
1.47 万亿美元下降至约 1.2
万亿美元，降幅为 19%。这
是外国直接投资连续3年下
滑，创下国际金融危机后新
低。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
企业司司长、联合国《世界投
资报告》主编詹晓宁表示，上
述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主要集
中在发达国家，其外国直接
投资流入下降了 40%，约为
4510亿美元，主要是由于美
国跨国公司在税改后大量汇
回累积的海外盈利，这导致
流入欧洲的外资空前地减少
了 73%，仅为 1000 亿美元

（扣除一些国家巨额的外资
净流出）。这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低值。同时，
美国的外资也减少了 18%，
降至2260亿美元。

按地区划分，外国直接
投资降幅最大的是欧洲和北
美，分别下降73%和13%，相
比之下，发展中经济体外国
直接投资流入则表现出较强
的韧性，增长率为 3%，达到
6940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流量占比为58%。2017年至2018年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流入前十大经济体中有一半是发展中国家。在发
展中经济体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
长了 5%，非洲增长了 6%，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下降了
4%。东亚和东南亚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地区，占 2018 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增
长几乎全部集中在该地区，东南亚已成为全球外国直接
投资的增长引擎。

此外，随着2018年三季度美国跨国公司汇回本国的
资金减少，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将恢复到正常
水平。考虑到最近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贸易关系复
杂多变、投资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跨国公司利
润再投资潜能减弱等因素，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外国直接
投资依旧存在风险。

报告指出，2018年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列全球
第一，达到 2260 亿美元，中国紧随其后位居第二，达到
1420 亿美元，其后依次是英国 1220 亿美元、中国香港
1120亿美元、新加坡770亿美元、西班牙700亿美元、荷
兰 640 亿美元、澳大利亚 620 亿美元、巴西 590 亿美元、
印度43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