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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为汽车制造强国，在传统能源
汽车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随着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制造电动车电池已经不可
避免地成为德国汽车工业未来发展的重
要步骤。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欧洲汽车工业如此发达，却要从亚洲企业
采购电动车电池，这是不可接受的，欧洲
必须在相关领域迎头赶上。

德国北威州一直研究在当地建造首
家德国自己的电池工厂计划。据报道，北
威州政府近几个月来努力促成相关企业
在北威州建立德国第一家自己的电池工
厂。据悉，该工厂的初始产能将达到100
万千瓦，并逐步增加到 800 万千瓦，预计
投资额约为 12 亿欧元。德国电池厂商
BMZ、Streetscooter 和 Ego 将参与这一
项目投资建设。与此同时，该项目还将从
德国联邦政府获得投资额 30%的补贴资
金。目前，大众集团、福特以及博世等相
关企业也在积极考虑参与该项目。

据悉，由德国亚琛大学教授君特·舒
尔提出的该项电池工厂建设计划，得到了
德国电动汽车行业相关企业的支持，其中
包括专注于电动车电池技术的企业BMZ
以及初创公司TerraE。在与北威州及福
特集团谈判磋商后，该项目极有可能选址
于德国科隆附近。当地已经建有福特相
关工厂，并初步具备相关基础设施。

德国联邦和相关地方政府当前对电
动车电池项目高度重视。北威州政府已
经将电动车电池工厂项目作为该州当前
经济领域的“要务”。德国经济部长阿特
迈尔近来也频频就电动车电池项目表
态。去年，阿特迈尔访问波兰时就曾与波
兰经济部长共同宣布，要加强两国在电动

车电池领域的合作，并敦促欧盟成员国在
相关领域加强欧盟层面的合作。阿特迈
尔还表示，德国有潜力在本土建立多个电
池生产基地，政府也有可能向这些项目提
供高达十亿欧元的补贴。

分析认为，在北威州建立电池工厂，符
合当前德国能源转型的总体需要。不久
前，德国“煤炭委员会”公布了德国能源转
型总体纲要，为德国能源转型进程制定了
时间表和阶段性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内
容之一就是探讨如何帮助以传统煤炭开采
为经济支柱的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北威州
等地区则将新能源汽车项目视为该地区应
对经济结构转型压力的重要机遇。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德国在电动车电

池领域追赶亚洲企业并试图夺回并抢占
更多市场的势头正劲。尽管相关项目尚
未投入建设，但政府、企业等各方都已经
做好了准备。特别是德国政府承诺对相
关项目予以高额资助，并鼓励相关企业参
与其中，进而形成一个由德国企业主导的

“电动车电池联盟”。
尽管当前德国政府和企业在电动车

电池项目上的热情很高，但政府补贴在其
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相关项目是
否能够从地方、联邦甚至欧盟层面获得足
够补贴成为项目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因
素。目前，各方对补贴问题尚未形成足够
清晰的政策，这也是目前电池项目面临的
一大不确定性因素。例如，目前北威州电
池工厂项目已经募集了大量投资，但尚需
高达2.5亿欧元的政府补贴。

此外，该项目的进展也尚待进一步确
定。BMZ作为提供相关技术的合作方已
经做好了投产的准备，但分析认为该项目
能否顺利推进仍取决于政治层面的努
力。据报道，目前大众集团和博世集团等
正在与有关各方就该项目沟通，项目落地
尚需时日。

德国北威州正在促成建立德国第一家自主品牌电动车电池工

厂，在电动车电池生产领域迎头赶上亚洲企业。德国政府对此高度

重视，并承诺给予补贴等政策支持。目前，各方正在就项目具体细

节展开讨论。分析认为，该项目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政治层面

的努力

着眼未来发展 投建首家工厂

德国“电动车电池联盟”呼之欲出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印尼央行日前发布声明称，2018年该
国国际投资状况相对稳定，外国金融负债
较外国金融资产则相对提升，外国资本净
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呈现扩张势头。

印尼央行行长派里认为，这表明市场
对印尼经济表现持乐观态度。“全年国际
投资运行状态整体保持健康，国际净负债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保持在29%左右，
且债务结构以长期债为主，特别是主权信
用债券发行前预估价值总额达到50万亿
印尼盾，最终发行额为 28.2万亿印尼盾，
远超 15 万亿印尼盾预定发行额，这种基
于需求侧的超发现象反映出了国际市场
对印尼主权信用的信心。”

印尼央行预期，在经济持续复苏、稳
中向好的形势下，财政、货币和结构性经
济改革政策组合效果日趋明显，印尼今年

国际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同时，来自市
场的数据则显示，当前印尼 10 年期债券
利率为7.98%，通货膨胀率仅为3%左右，
金融资产的获利空间仍较大。

2018 年四季度以来，国际资本逐步
回流印尼，加之利率提高、进口限制、证券
市场干预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出台，印
尼盾币值从去年10月份的历史低点逐步
企稳，印尼盾币值较去年 10 月份已累计
反弹 9%。市场预计，美元对印尼盾汇率
年中以前有望回落至去年 6 月份水平。
派里认为，印尼盾币值走强、投资者信心
恢复、国内外币市场机制完善等因素互为

利好，“此外，美联储加息步调放缓，中美
正就贸易摩擦开展积极谈判，全球经济稳
定因素有所增加，这也有助于印尼经济发
展的外部环境逐步改善”。

尽管如此，印尼央行对国际投资风险
因素仍保持警惕。派里指出，外国金融负
债继续扩大受限于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走
势，如美元再次快速走强，以印尼盾计价
的投资工具价值势必下滑，“因此，印尼央
行推动币值走强的政策取向不变，下一阶
段更要着力解决影响本币稳定的主要问
题，即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问题”。

据印尼中央统计局最新数据，2018年

印尼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5.7亿美元，创下
1975年来最高值，与前两年均盈余约100
亿美元的情况形成鲜明反差。中央统计
局局长苏哈里扬多表示，对中美两国出口
占印尼出口总额25%以上，这两大贸易伙
伴经济增速放缓对印尼出口形成了巨大
压力，进而拉高了2018年经常账户赤字。

市场分析认为，相较提高利率和限制
进口，印尼央行更愿意印尼盾走强，既可
以抬高资产价格，吸引更多外资，又可以
给进口快速扩大的态势“踩刹车”。这正
是印尼央行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仍保持
基准利率不变的原因。在这次会议上，印
尼央行就强化货币政策调控、减少经常账
户赤字、维护金融安全形成决议。与此同
时，苏哈里扬多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
力、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情况下，印尼
及时推出了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政策，预计
今年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经常账户表现
有望改善，国际投资者有望继续保持
信心。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情况下，印尼及时

推出了应对政策，国际投资状况相对稳定，外国资本净流入，尤其是外

国直接投资呈现扩张势头

印尼外国直接投资呈扩张势头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日本政府近日公布最新

经济形势报告，称日本经济

“仍处于缓慢复苏阶段”，特别

指出自 2012 年 12 月份开始的

本轮经济复苏可能成为日本

最长复苏周期。但是，日本国

民并不买账，更多家庭感觉钱

袋子越来越紧，其中原因值得

探究。

日本政府发表的报告称，

此轮经济增长到今年1月份将

达到74个月。日本经济财政再

生大臣茂木敏充在内阁会议后

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此轮经济

复苏的主要动力是就业环境改

善，企业收益增加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通常情况下，政府只负责

发布一些经济指标，对景气形势

的判断则由内阁府委托多位大

学教授、经济专家组成的研究会

根据企业生产情况、汽车家电等

产品销售情况、企业经营业绩等

9项指标综合研判，且需要经过

长期研究论证，有时结果发布会

滞后一年以上。此次日本政府

官员抢先发布研判结果，被认为

有扩大宣传的政治目的。

之前，日本有过 3 次较长

的经济增长周期，第一次是

1965 年 11 月份至 1970 年 7 月

份的 57 个月连续增长。第二

次是 1986年 12月份至 1991年

2 月份的 51 个月增长期，属于

典 型 的 日 本 泡 沫 经 济 膨 胀

期。第三次是 2002 年 2 月份

至2008年2月份的73个月IT经济发展期。但是，目前正

在经历的增长期与前3次有着明显不同。上世纪60年代

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平均增速达到11.5%，80年

代中后期日本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该轮GDP平均增长率

也达到 5.3%。本世纪初的 IT 增长期 GDP 平均增速为

1.6%。目前的经济复苏到去年9月份GDP平均增速仅为

1.2%，因此很多日本国民称此轮经济发展是“无感型经济

复苏”。

按照日本政府发布的这份报告，此轮经济增长始于

2012年12月份，正值安倍第二次执政开始。依靠安倍经

济学中的“三支箭”政策，即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积极财

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日本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日本央行大量发行货币引发日元贬值，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出口增长，而且负利率金融政策将资金挤向市场，同时

日本央行大量购买股市基金，也抬高了市场价格。积极

财政政策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改革促进了老年人、

妇女就业。同时，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法人税减

税，使日本企业法人税从2012年的37%降到了2018年的

29.74%，加之研发减税、设备投资减税等，企业负担大大

减轻。尽管资本金 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经常利润从

2012年的26.9万亿日元增至2017年度的57.6万亿日元，

但很多大企业未增加投资和股东分红，而是将大量利润

转为内部留存，截至2018年3月份，这些大企业利润内部

留存达到425.8万亿日元。

照这份报告所述，日本经济形势大好，但日本国民为

何对此轮经济增长无感觉？家庭收支的变化可以说明一

切。以夫妻二人家庭收支来看，2007年平均月收入为52.9

万日元，2017年增加到53.4万日元，月收入看似增加5000

日元。但是，从家庭可支配收入来看，2007年可支配收入

有44.2万日元，10年后却降到43.4万日元，主要是个人支

付的税金、养老保险、护理保险等社保费用增加了1.3万日

元。加减之间，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减少了 8000 日元。

目前，家庭主妇们在社交网站交流最多的是如何购买便宜

食品、如何增加会员卡积分等省钱妙招。

日本媒体及经济界在看待政府发表的经济数据时，

大多是对前景的不安。一方面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引发

的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对日本工业产品、机械加工设备及

电子零部件出口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预计今

年10月份将消费税从8%提升至10%，这对国内消费心理

的冲击不容忽视。明治安田生命保险公司研究员小玉祐

一指出，日本经济增长对海外市场依存度较高，所以国际

经济形势变化对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势影响重大。

看来，如何缩小政府报告数据与百姓实感的差距将

成为日本政府又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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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南非国家税务
总局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12 月份南非贸
易盈余为 171.7 亿兰特（约合 12.91 亿美元），较当年 11
月份的32.9亿兰特大幅增加。

数据显示，2018 年 12 月份南非进出口贸易均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萎缩。其中，出口总额为 1027.5 亿兰特，
较 11 月份下滑 13.4%；进口总额为 855.8 亿兰特，较 11
月份下滑25.8%。

南非贸易盈余大增至171.7亿兰特

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日前，新加坡海事及港务
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
达 366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8.7%，连续 9年稳居世界港
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二位。

数据显示，2018年新加坡港货物吞吐量约6.3亿吨，
与2017年持平；船舶抵港吨位27.9亿吨，接近2017年的
28 亿吨；船舶燃料年销售量约 4980 万吨，略少于 2017
年的5060万吨。

目前，新加坡仍然是各类海运企业聚集地，5000 多
家海运企业创造了超过17万个就业岗位，航运业对新加
坡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占7%。

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8.7%

本版编辑 禹 洋

海外过大年

上图 法国巴黎共和国

广场举行活动庆祝中国农历

新年，舞龙表演将现场气氛

推入高潮。
（新华社发）

左图 在中国驻苏黎世

总领馆举办的 2019 年春节

招待会上，中国民族歌舞表

演引发观众阵阵喝彩。
杨海泉摄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欢乐春节”

文化活动上，中国书法很受欢迎。 蔡 淳摄

在印尼雅加达随处可见“大红灯笼高高挂”，不同国

籍的人们都对过春节兴趣浓厚。 田 原摄

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办的“欢乐春节”非遗展示上，

风筝制作等中国文化吸引了众多民众。 郑彤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