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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沙 特 阿 拉 伯 王 储 穆 罕 默
德·本·萨勒曼宣布启动“国家工业和物
流发展规划”，在此前一系列经济刺激计
划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这一庞大
的长期规划标志着沙特“2030愿景”改革
计划进入了新阶段，但其能否有效助推沙
特经济增长仍然存在较大未知数。

在穆罕默德王储的见证下，沙特政
府代表与多家外资企业签署了总价值超
过 2000 亿里亚尔（约合 533 亿美元）的
37 份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石化、军工、计
算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沙特能
源、工业和矿产大臣法利赫表示，“国家
工业和物流发展规划”作为“2030 愿景”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力推动工业、矿
业、能源和物流等四大产业升级发展。

根据规划，在 2030 年前，上述四大
产业对沙特经济的贡献将达到 1.2 万亿
里亚尔（约合 3200 亿美元），吸引总投资
1.7 万亿里亚尔（约合 4260 亿美元），并
创造 160 万个就业岗位，沙特非石油出
口将增至 1 万亿里亚尔（约合 2670 亿美

元）。届时，沙特将成为中东地区乃至全
球领先的工业强国和物流中心。与此同
时，“国家工业和物流发展规划”还将有
力助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 11 个产业
发展。沙特交通大臣阿穆迪表示，该规
划还包含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在 2030 年前，沙特将新建、扩建多个机
场，建造 2000 公里铁路，从而有力推动
沙特物流行业发展。

总体上看，“国家工业和物流发展规
划”可谓雄心勃勃，不仅项目金额数量巨
大，还在紧紧围绕工业和物流两大核心
产业的同时，将基建、军工、航天和计算
机等大部分沙特亟待发展的产业囊括其
中，一旦得到有力执行，该规划无疑将为
沙特经济多元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有

效保障沙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沙特“2030 愿景”改革计划实施近 3

年来，虽然在制造业本土化、基础设施建
设和改良社会风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但在发展非石油经济和私营经济
及提高就业率等重点领域却成果寥寥，
尤其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IPO 等重大改
革计划一再推迟，挫伤了国际投资者信
心，也让外界对“国家工业和物流发展规
划”能否顺利执行怀有疑虑。

首先，资金短缺将是沙特政府难以
回避的首要难题。沙特财政在近几年持
续面临压力，对外国投资的需求十分迫
切。为此，沙特政府不断通过出台发展
规划、上马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发
掘新兴产业来吸引外资，但实际效果却

十分有限，外国对沙特直接投资从 2008
年的 395 亿美元一路下滑，降至 2018 年
的 35 亿美元。相比之下，“国家工业和
物流发展规划”在 10 年内吸引 4260 亿
美元的投资目标简直是天文数字。

其次，当前沙特营商环境未见起色，
沙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不仅开征增
值税，还大幅提高水、电、油价，对外国人
征收高额“人头税”，许多外国企业苦不
堪言，大批外籍劳动力流失，同时本土劳
动力无论是在用工成本还是技能经验上
都无法填补这一空缺。

此外，“国家工业和物流发展规划”
还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虽然
法利赫表示，沙特在 2030 年前还有很多
时间，国际投资者应该相信沙特的能
力。但现实是，沙特工业基础薄弱，工
业、军工、计算机等许多产业面临在 11
年的时间里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
艰巨任务，沙特政府是否有能力协调资
源实现工业发展令人生疑。也有分析人
士指出，沙特经济改革受到国外安全形
势与国内政治影响较大，外资在沙特面
临较大的政策风险，沙特政府需要进一
步消除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用实际行动安抚外国投资者。

“国家工业和物流发展规划”启动并签署多项协议——

沙特“2030愿景”进入新阶段
本报驻雅得记者 宋博奇

沙特日前启动“国家工业和物流发展规划”，为沙特经济多元化

转型注入动力，这也标志着沙特“2030 愿景”改革计划进入新阶段。

不过，沙特目前仍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且营商环境不足以吸引外国

投资者大规模注资，规划落实面临不少挑战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
发表任内第二次国情咨文时正式宣布将
2019 年命名为“积极投资和社会发展
年”。将投资纳入2019年国家发展主题，
不仅表明乌兹别克斯坦高度重视投资对
发展国民经济以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
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乌政府将为此出台系
列配套措施，为外资提供更好条件，加快
招商引资步伐。

米尔济约耶夫强调，国际经验表明，
在发展中取得成功的国家都实行积极投
资政策，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各领域、各区
域发展的动力，是引进新技术和高水平专
家的重要渠道。

根据以往惯例，乌政府会根据国家年
主题制定相应发展计划，增加财政拨款，
促进相关社会领域优先发展，今年也不例
外。一开年，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中心
便向全社会公布了根据《乌 2017—2021
年发展行动战略》制定的《积极投资和社
会发展年纲要》草案并广泛征求意见和建
议，《纲要》日前已获米尔济约耶夫签批并

将在2019年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指导性
作用，乌议会两院还将每季度听取《纲要》
执行进度报告并针对有关问题和不足提
出相应改进性建议。

为 全 面 提 升 乌 投 资 吸 引 力 ，确 保
2019 年引资工作高效开展，乌政府近日
还对政府相关部门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首先，根据《协调完善国家政策实施
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措施》总统令，决定在
原经济部基础上组建经济和工业部以适
应经济发展需求，提升经济管理体系效
率。作为乌制定和实施国家社会经济、工
业发展和投资战略领域政策的权威政府
机构，经济和工业部的具体职能包括分析
宏观经济指标，提出预测性发展建议，制
定主要产业发展战略；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影子”经济份额；
在合理分配生产力和有效利用各地区自

然、经济资源基础上制定国家工业发展战
略等。

其次，根据《从根本上完善国有资产
管理、反垄断监管和有价证券市场发展体
系》总统令，乌决定撤销国家促进企业私
有化和发展竞争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反
垄断协调、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监督自然
垄断主体经营行为等工作的反垄断委员
会，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推动企业私有化

（包括出售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租赁和国
有企业管理等工作的国有资产管理署并
下设促企业私有化基金，以及负责证券市
场监管的资本市场发展署。分析认为，更
清晰细致的职能划分将有助于乌政府在
反垄断、推动企业私有化以及创造更公平
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最后，乌复兴发展基金将成立额度为
10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基金，同时还将出

资 500 万美元组建 100%国有股份的管
理公司来保障投资基金高效运转。根据
乌政府规划，投资基金未来将在以下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
先进技术以扩大国内生产潜力，提升乌经
济竞争力；二是通过与国内外私人投资者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来扩大投资活动；三是
评估投资建议、制定和落实投资项目；四
是协助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宣介乌投
资潜力和机遇的工作力度。据了解，乌国
家投资委员会将负责协调投资基金和管
理公司业务，该委员会副主席瓦法耶夫认
为，投资基金将成为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的重要平台。

在近日举行的加快实施2019年投资
项目工作视频会议上，米尔济约耶夫还提
出，乌各地区每年至少举办一场邀请国外
公司参与的投资论坛，同时还要确保乌本
国企业参与海外大型国际投资论坛，并责
成乌国家投资委员会和外交部共同制定
2019年度乌各地区举办投资论坛的计划
表。针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基础设施配套
问题，米尔济约耶夫也明确表示，投资者最
关心的就是项目实施地要有必要的基础设
施，乌正着手完善城市化进程，便利的基础
设施会促进工业系统化发展。

提升投资吸引力 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大刀阔斧改革促引资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

乌兹别克斯坦将投资纳入 2019 年国家发展主题，不仅表明乌高

度重视投资对发展国民经济以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同时也意

味着乌政府将为此出台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资提供更好条件，加快招

商引资步伐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

日前举办2019年南非武术邀请赛，

来自南非武术协会、约堡大学孔子

学院武术俱乐部、南非华文教育基

金会等机构的参赛选手各显神通，

让现场观众领略了中国武术的独特

魅力。

图② 参赛选手表演舞刀。

图③ 参赛选手表演棍法。

郑彤彤摄

中中国武术国武术在在
南非上南非上演演

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2018 年，在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外国直接投资降至多年新低的情况下，中国与新
加坡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双边贸易额继续提升、双向
投资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加坡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第一
大新增外资来源国、中国第二大新增对外投资目的国。

据中方统计，2018 年双边货物贸易额为 828.8 亿美
元，同比增长4.6%。其中，中国对新加坡出口491.7亿美
元，增长9.2%；自新加坡进口337.1亿美元，下降1.6%。按
新方统计，2018年两国双边货物贸易额为1350.2亿新元

（约合 995.5亿美元），同比下降 1.5％。其中新加坡出口
680.1亿新元，下降8.8％；进口670.1亿新元，增长7.1％。

在双向投资方面，新加坡对华投资项目998个，同比
增长41.4%，实际投资额52.1亿美元，增长9.4%，新加坡
继续为中国第一大新增外资来源国。中国对新加坡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35.5亿美元，增长11.0%，新加坡成为中国
第二大新增对外投资目的国。中国向新加坡派遣劳务人
员近 3.1 万人，截至 2018 年底在新劳务人员超过 9.7 万
人，新加坡继续为中国外派劳务第二大目的国。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中国与新加坡经贸合作取得上述成果实属不易，2019年
双边经贸合作值得期待。

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4.6%

中新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德勤公司发布的
最新年度报告指出，2018 年全球零售业表现强劲，全球
最大的 250家零售商销售收入高达 4.53万亿美元，同比
增长 5.7％。其中，沃尔玛公司销售收入超过 5000亿美
元，蝉联榜首。

报告指出，电子商务快速崛起，已经对传统零售业构
成重大挑战。亚马逊公司全球排名从 2017年的第六位
上升到去年的第四位。德勤预计亚马逊将在两年后跃升
为全球第二大零售商，仅次于沃尔玛。报告分析说，亚马
逊 Prime交付服务的价格能够为市场所接受，其全渠道
交付体验更是广受欢迎。因此，2019年在新型销售模式
上将会出现更多投资和创新。

澳大利亚大型零售商去年表现优良，全球排名有所
上升。其中，Wesfarmers零售收入为 487亿美元，全球
排名第二十一位；Woolworths 销售收入为 423 亿美元,
跃升至第二十二位。

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零售业中的市场份
额近几年将会快速增长。目前，京东和唯品会已正式进
入澳市场。

德勤发布最新年度报告称

全球零售业去年强劲增长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德国出口总额达到1.3179万亿
欧元，同比增长3%。同时，进口总额达到1.9万亿欧元，同
比增长5.7%。2018年德国进出口额均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2018 年德国对外贸易实现顺差 2278 亿
欧元，较2017年减少200亿欧元。德国常年保持对外贸
易顺差，2018 年尽管受到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影响，
但仍然保持了较高增长。德国 2018年对欧盟国家出口
总额 7780 亿欧元，同比增长近 4%，从欧盟进口 6230 亿
欧元，同比增长 6.3%。对第三国出口同比增长 1.9%，达
到5392亿欧元，进口4670亿欧元，同比增长5%。

德国对外贸易联合会评估认为，今年德国对外贸易
仍有望保持3%左右的增长。该联合会主席宾曼表示，尽
管今年将面临英国脱欧的巨大不确定性，但德国对外贸
易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

德国出口额同比增长3%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财务省日前发
表 2018年国际收支统计速报，包括商品、服务贸易在内
的经常项目收支 4年来首次下降，盈余额为 19.932万亿
日元，比2017年减少13%。

其 中 ，贸 易 盈 余 1.1877 万 亿 日 元 ，比 上 年 减 少
76%；进口额为 80.19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1%；出口额
81.207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5%。原油、天然气等价格上
升是造成贸易盈余下降的主要原因。

但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收益达到 10.0308 万亿日
元，同比增长13%。证券投资收益9.8529万亿日元。直
接投资收益达到贸易盈余的 8 倍以上，海外投资已成为
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减少13%

马来西亚槟城日前举办热气球节，形态各异的热气

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图为人们在热气球节上

游玩。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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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举办热气球节

图① 参

赛选手在现场

教授太极拳爱

好者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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