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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 GDP 数据发布吸引了海
外投资者的关注。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
下行压力是暂时的，今年经济进一步企稳
态势明显。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和市
场的预期仍然稳健。

瑞银财富管理英国投资办公室负责人
余修远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符合预期，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经济稳定增长措施。因
此，任何下行压力都是有限的。

渣打银行发表报告认为，虽然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但在中国政府承诺今年加大
刺激力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之后，市场投资
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已趋于稳定。渣打预
计，2019 年一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将企稳
回升。

荷兰银行表示，尽管各方密切关注中
国经济增速下行，但“没有什么好担心
的”。中国经济增速是渐进和受控制的。
在当前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
变、防控金融体系风险对策下，经济降温合
理、符合预期。

相比GDP增速，机构投资者更多关注
中国经济各产业部门发展态势，相关产业
部门的数据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信心支撑。

凯投宏观最新报告表示，虽然中国经
济面临压力，但亮点不容忽视。一是中国
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非常低，当前更多

是周期性下滑；二是人民币汇率更加稳
定；三是经过改革调整，中国金融体系的
效率得到提升。股市虽处于低位，但并
未出现崩盘风险，国内资本外流风险相
对可控。此外，虽然去年12月份贸易数
据不及预期，但对于主要国家的经常账
户赤字大幅缩窄，这对投资者的预期影
响有限。

渣打银行表示，消费仍是中国经济
的核心动力，符合中国政府的经济转型
目标。虽然去年 12 月份名义零售业销
售额年化增速仅微升至8.2%，但考虑到
通胀率下降，零售业实际增速仍维持在
6.7%的较好水平。同时，中国劳动力市
场总体稳定，在个税下调的刺激下，中国
消费将在 2019 年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
势。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虽然去年1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平，但随着
2019年政府加大债券发行力度，固定资
产投资将获得更大的动力。

针对中国工业部门增长放缓态势，
荷兰银行认为，不应高估工业部门的下
行压力，近期数据表明工业部门已经开

始出现了一些稳定迹象，去年12月份工
业数据明显好于预期。同时，工业产出
下滑并非与中国经济健康度完全对应，
部分是因为中国政府打击影子银行、限
制地方政府融资。因此，工业部门增长
放缓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去
杠杆、防风险进展明显。

针对中国服务业部门发展态势，澳
新银行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工
业产出下滑情况下依然保持高位，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和韧
性。澳新银行分析认为，中国服务业企业
的健康度也在不断改善。2018 年，在服
务业 11 个子产业部门中，6 个子部门都
实现了营收双位数增长，且利润空间也
在不断改善。因此，澳新银行预计 2019
年中国服务业部门增速将达到7.4%。

针对中国未来经济刺激可能造成金
融风险上升的担忧，澳新银行强调，即使
中国政府强调政策刺激、稳增长，但决策
者极力避免了大水漫灌式刺激。在加大
逆周期管理政策力度的同时，中国政府
确保宏观杠杆相对稳定。中方当前采取

了相对精准的财政和货币支持措施，将注
意力集中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通过提
升地方政府基建专项债发行额度、减税、货
币政策调整来应对下行压力。上述措施将
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为中国经济稳增
长提供支撑。

展望中国经济未来，天达资产管理公
司认为，分析中国经济数据不应忽视中国
政府正在推进改革和创新经济发展。改革
和转型将逐步解决投资者的核心关切，并
支撑中国市场长期向好。

在改革层面，天达认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完成了去产能的多项目标，钢铁等产
业更是产生了超预期的效果。污染防治工
作也深度推进，空气和水污染情况大幅改
善。国有企业改革也较好地兼顾了国家、
管理层和公众的利益诉求。财政金融改革
在更好防控金融机构风险的同时，进一步
向海外投资者开放中国庞大的资本市场。

在创新经济层面，庞大的消费基础和
不断增长的家庭财富，促使中国消费者对
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消费
升级也在不断推动中国国内企业加强创
新。通过对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新七要
素不难发现，中国的表现不仅好于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更明显好于其他中等收入
国家。

因此，天达认为，虽然 2018 年中国经
济和金融市场出现波动，但长期投资前景
仍然明朗。主动投资者将从中国经济转型
和宏观调控中发现大量投资机遇。

海外投资者分析认为，中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可控的——

中国经济呈企稳态势预期稳健
本报记者 蒋华栋 马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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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希 腊 2018 年 三 季 度 公 共 债 务 为
3349.8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重达到 182.2%，仍为欧盟最高水平，
远超 113%的欧元区债务上限。希腊统
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2018
年三季度公共债务为 3349.88 亿欧元，
与 2017 年同期的 3134.95 亿欧元相比
增加了214.93亿欧元。

据希腊《每日报》和相关消息人士透
露，即便去年8月份退出了救助计划，但
希腊仍须接受债权方严格监督，必须在
相当长时期内保持高预算盈余水平。国

际债权人代表于 1 月 22 日至 25 日赴希腊
审查大规模国债减免情况，包括推迟私有
化项目问题、减少银行不良贷款计划等情
况。欧盟委员会将据此于 2 月 27 日发布
审查报告，欧元区则将根据欧盟委员会报
告于 3 月 11 日决定是否批准向希腊提供
救济措施，包括支付欧洲央行和欧洲各国
银行对希腊债券的部分利息。

这一债务现状还是由诸多历史原因
造成的。从 2009 年 10 月初，希腊政府财
政状况明显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
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
机拉开序幕，到 2018 年 8 月份正式退出
救助计划，希腊这个欧洲文明的摇篮历经
艰难，一度濒临国家财政崩溃和退出欧元
区的“至暗时刻”，在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
后，终于重返国际金融市场，经济趋于稳

定并逐步复苏，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了积
极信号。

尽管有大量的债务，但鉴于希腊经
济正逐渐复苏，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
普尔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预测，从2019
年开始希腊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
将开始下降。同时，宣布将希腊长期信
用评级确认为“B+”，前景展望正面，并
预测接下来3年希腊经济增长率将高于
欧元区平均水平。报告同时预测，随着
国内需求的增加和强劲的出口表现，
2019 年至 2022 年希腊经济将以平均
2.4%的速度增长。分析认为，希腊个人
持有的公共债务低于占总债务的 20%，
不到 GDP 的 40%。尽管希腊公共债务
庞大，但由于有大量的债务减免，希腊仍
是所有参与评级的国家中平均利息支出

最低和还贷条件最优越的国家。
在退出救助计划后，国际债权人为了

给希腊重返国际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增长
提供缓冲空间，将希腊还贷期限延长 10
年，延期 10 年支付利息，这给希腊提供了
大规模的现金“缓冲”，也为中央政府的债
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大帮助。随着希腊
成功退出救助计划和名义GDP持续增长，
希腊债务水平有望从 2019 年开始逐年下
降。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可能会
受到大选年的影响。

有经济专家分析认为，希腊银行提供
融资能力的不足可能拖累经济复苏步伐。
同时，要想真正实现债务水平正常化和可
持续化，在实行经济改革措施、加速私有化
进程、提高司法系统效率、进一步改善营商
环境等方面，希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共债务增加 复苏压力加大

希腊经济重回正轨路漫漫
本报记者 曲俊澎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
道：匈牙利邮政公司和中国驻匈牙利大
使馆日前在新春招待会暨 2019“中国
春”文化节现场举办了2019年中国猪年
生肖邮票发行仪式。

匈牙利邮政公司此次发行猪年生肖
邮票小全张 5 万枚。每枚小全张上有 4
枚邮票，共分两种，分别在底色和生肖图
案的颜色上有所不同。邮票中间是一头
披金色花卉、身伴祥云的简笔生肖猪，每
枚邮票上都用中文和匈牙利文写着“猪”
字，单枚邮票面值为 435 福林（约合 10
元人民币）。首日封上盖有采用了中国
传统灯笼的轮廓、专为猪年制作的特制
邮戳，并印有一个大红色中国剪纸猪的
图案，充满喜庆色彩。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致辞说：
“2018 年，中匈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发展
的良好势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处在历
史最好时期。特别感谢匈牙利邮政公
司，连续多年设计和发行中国传统生肖
邮票，让更多匈牙利民众对中国的生肖
文化产生了深厚兴趣，从而加深了两国
文化交流。”

匈牙利邮政公司首席执行官沙姆舒
拉·久尔吉说：“匈牙利邮政公司从2014
年起开始发行生肖邮票，迄今已连续发
行了 6 种生肖邮票，今后将继续在中国
春节前发行生肖邮票。今天是双喜的日
子，既是欢庆猪年来临，又是共同庆祝中
匈建交70周年，祝福中匈企业合作在新
的一年能够取得更大成果。”

猪年生肖邮票由匈牙利设计师埃莱
凯什·阿提拉·安德雷设计。在发行仪式
结束后，许多人拿着首日封请埃莱凯什
签名。

匈牙利发行中国猪年生肖邮票匈牙利发行中国猪年生肖邮票

上图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

（中）和匈牙利邮政公司首席执行官沙姆

舒拉·久尔吉（右）展示刚刚加盖完生肖

邮戳的首日封。 翟朝辉摄

左图 匈牙利邮政公司提供生肖邮

票现场特色加印服务，图为在匈牙利工

作的一对新婚夫妇展示刚刚制作的个性

化邮票，以此作为结婚纪念。

翟朝辉摄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由日本东京经济大
学主办的“交流经济与地域循环共生圈”学术研讨会日前
在东京举行。中日两国官员、学者就区域经济合作、环境
生态建设、城市发展方向等开展了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主
题作了基调报告。他重点介绍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等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战略步骤，并
将空间发展概念归纳为空间格局、空间均衡、承载能力、
生态产品、开发强度及空间规划、空间治理等，指出人类
文明进步必须在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处理好
人与自然的关系。他重点介绍了中国主体功能区概念，
其中特别介绍了国家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包括草原草
甸湿地生态功能区，森林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生态功
能区，热带雨林生态功能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和七区
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格局。

日本环境厅事务次官森本英香介绍了日本的环境
政策，并希望加强中日环境产业合作。东京经济大学
校长冈本英男感谢中国学者、官员与会，提出将促进产
官学联合研究作为纪念该校创立 120 周年的重要事
业。该校教授周牧之介绍了连续两年推出的《中国城
市发展调查报告》。

中日交流区域发展及生态建设经验

荷兰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游客赴欧旅游的重要目的

地，年均接待中国游客已超过30万人次。图为深受中国

游客喜爱的荷兰“羊角村”民俗风景区。

本报记者 陈 博摄

风景如画羊角村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遥远报道：乌兹别克斯坦内
阁日前签发法令批准实施“智慧城市”技术构想。该构想
旨在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加快地区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
平，将由乌国家投资委员会和创新发展部负责执行。

这项法令指出，当前乌仍处于打造“智慧城市”的初
始阶段，首都塔什干正在开展“安全城市”“智慧电表”“智
慧交通”和“智慧医疗”等系统相关试点工作。针对信息
通信技术设施欠发达和城市基础设施老化等阻碍“智慧
城市”落地等问题，乌将借鉴国际实践经验，积极吸引私
人资本参与，加强公私合营，开展电子通信网络现代化改
造和相关基础设施重建。

根据该法令，“智慧城市”构想的实施将分为四个阶
段，即 2019 年至 2021 年评估乌国内基础设施现状；
2022 年至 2024 年制定实施战略；2025 年至 2027 年规
划、编订预算及有效性预估；2028年至2030年具体实施
和成果评价。通过“四步走”战略，逐步对交通、教育、医
疗、能源、供排水、住宅和公用事业、建筑和家居等十大领
域实行智能化和信息化升级和改造，最终实现“智慧城
市”构想。

乌兹别克斯坦将打造“智慧城市”

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日前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 12 月份制造业产值比前一年
同期增长 2.7％，但若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产值同比下
降1.8％。全年制造业产值比2017年增长7.2％。

数据显示，2018 年 12 月份产值增幅最大的是生物
医药制造，同比增长 29.9％，其次是交通工程，产值同比
增长 23.7％。在出现不同幅度下滑的 4 个行业中，精密
工程业的产值下降最多，同比下滑8.7％，其次是电子业，
产值同比下降6.8％。

分析2018全年数据，新加坡有6个行业的产值均高
于 2017 年 。 其 中 ，交 通 工 程 的 产 值 全 年 同 比 增 长
14.4％，生物医药及电子业分别比2017年增长8.1％。

新加坡去年制造业同比增长7.2%

据新华社电 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由于移民数量攀升，截至2018年年底，德国人口升至
约 8300 万人，略高于上一年的 8280 万人，人口数量为
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最高。

据统计，1972 年以来，德国每年死亡人数都多于出
生人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为负。据联邦统计局数据，
2018年德国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 15万人至 18万人，
与2017年相比，差距略有扩大。

但近年来，德国人口的长期下降趋势被移民潮扭
转。联邦统计局估计，2018 年净移入德国的人口数量

（即移入超出移出的人口数量）达 34 万人至 38 万人，与
2017年相比有所下降。

德国人口升至 8300 万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