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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日前以“柬埔寨民主、人
权、法治状况无明显好转”为由，宣布正
式启动撤销柬埔寨“除武器外全部免税”

（EBA）待遇程序。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高级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代表莫盖里尼
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在过去几个月中，柬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但仍未从
根本上改善民主、人权等恶化的状况。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表示，启动
撤销程序并不是最终决定，柬埔寨输欧
商品目前享有的关税优惠也不会立即取
消，欧盟希望以此促使柬方采取更加切
实的行动。

按照欧盟相关规则，撤销程序正式
启动后，欧盟将先对柬埔寨展开6个月
的密切观察和沟通，然后再用6个月时
间形成相关报告，并作出最终决定。如
果 最 终 决 定 撤 销 ， 将 有 6 个 月 的 缓
冲期。

欧盟此举立即引发柬埔寨各界的强
烈抗议。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柬埔寨
曾饱受战争蹂躏，人民生活困苦。近几
十年来，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社会发
展，年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 7%左右，已
脱离低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30年将
成为中高收入国家。柬埔寨不会出卖独
立和主权，换取外国援助。洪森还表示，

没有人可以阻碍柬埔寨的繁荣发展，柬人
民可以自力更生。

之后，在柬内政部年度会议上，洪森再
次对欧盟此举予以回应。他表示，享受
EBA，柬埔寨可以发展得更快，失去EBA，
柬埔寨也有能力应对，绝不允许有人以此
为威胁，干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而且，随
着柬埔寨经济发展，EBA 待遇迟早会取
消。EBA待遇也只涉及贸易关税，并非外
交关系，柬埔寨仍将与欧盟保持正常外交
关系，还将于 2020 年承办第十三届亚欧
峰会。

柬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对欧盟此举表
示遗憾，认为欧盟的行动不符合友好和公
平原则，无视柬政府各项举措所取得的成
就，偏听偏信，采取双重标准，不尊重柬埔
寨主权，试图干涉柬内政。声明指出，欧盟
若最终决定撤销柬埔寨EBA待遇，将冲击
20 年来双方合作取得的成果。柬政府将
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独立
和主权。

柬埔寨服装制造商协会也呼吁欧盟，

重新评估撤销 EBA 对柬埔寨人民造成
的影响。该协会表示，多年来始终与国
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密切合作，柬埔
寨在劳工环境、待遇等方面都有了明显
提升。EBA的撤销，将明显影响柬埔寨
产品的竞争力，影响柬埔寨经济发展，将
对从业工人及其家庭带来严重冲击。该
协会希望欧盟委员会、各成员国和欧盟
议会等认真评估这一决定产生的后果，
加强合作，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
方案。

柬埔寨欧盟商会也以350多家在柬
欧洲企业的名义，于第一时间对欧盟的
决定表示遗憾，担忧此举对欧柬贸易、投
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向市场释放错误
信号。如果最终决定撤销关税优惠，将
严重影响数十万工人的工作机会，也将
使欧盟过去数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这
不符合欧盟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
则。商会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合作而非
对抗来解决问题。

目前，制衣制鞋业是柬埔寨经济的

支柱产业，相关产品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
80%左右，从业工人约有 80 万人。根据
柬埔寨国家银行最新报告，2018 年柬埔
寨成衣、鞋子出口额约为100亿美元，同
比增长24%。欧美分别是柬埔寨成衣、鞋
子第一、二大出口市场，约占总出口额的
46%和 24%。一旦 EBA 撤销，输欧成衣
产品将被加征12%的关税，制鞋业关税将
增加 8%至 17%，必然严重拖累相关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除欧盟正式启动撤销关税
优惠程序外，美国也有国会议员于近日开
始推动取消柬埔寨输美产品关税优惠相关
议案。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所长金平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
表 示 ， 欧 美 此 举 存 在 明 显 的 政 治 动
机，妄图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柬
埔寨改变内外政策。若 EBA 待遇最终
被取消，确实会在短期内对柬经济社
会稳定和发展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为
此，柬政府的应对措施，首先是采取
包括精简海关部门、减少出口企业费
用和程序等系列措施，降低出口企业
负担。柬埔寨将加速推动农业、旅游
业、服务业等行业发展，以减轻对制
衣制鞋业的依赖。此外，还将大力支
持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 以 吸 纳 就 业 人 口 ，
更多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目前，柬
政 府 正 积 极 开 拓 欧 美 之 外 的 其 他 市
场，将充分利用东盟自贸区优势，更
加注意开拓中国、日本等市场。

欧盟启动撤销关税优惠程序——

柬欧合作生变 各方呼吁对话
本报驻金边记者 张 保

2019 北美国际玩具展日前在纽约开幕。超过 1000 家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将在展会上展出玩具、游戏等各类娱

乐产品。

上图 销售人员展示一款娱乐产品。

左图 一家展台前摆放的色彩鲜艳的玩具吸引了参观者。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北美国际玩具展开幕

本版编辑 徐 胥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日前迎来利好消

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

问巴基斯坦期间，沙巴双方签署了总金

额高达 200 亿美元的协议，其中一大亮

点是在瓜达尔港投资建设一批能源化工

项目，这是第三方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的一大手笔。沙特大型投资项目落户

瓜达尔港，惠及各方，是一个互利共赢

的好项目。

百亿美元级的投资项目，放在任何

一个国家都是“巨无霸”。对于巴基斯坦

而言，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

之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巴基斯坦

总理伊姆兰·汗称沙特这项投资是“雪

中送炭”。的确，对于外汇短缺的巴基斯

坦来说，沙特的巨额投资正逢其时。项

目将为巴带来先进技术、管理和人才，

提供的能源和化工产品，创造的就业机

会都是巴方渴望的。同时，这一大型投

资项目具有示范作用和风向标意义，有

助于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落户瓜达尔港，

落户巴基斯坦。

沙特是巴基斯坦在中东的最大贸易

伙伴，巴国内能源短缺，石油消费基本

靠进口，主要来自沙特等海湾国家。近

年来，美国页岩气革命颠覆了传统能源

格局，沙特在国际原油供应市场上的主

导地位受到挑战，其能源需求安全面临

更多不确定因素。沙特在巴投资建设大

型能源化工项目，一方面有利于锁定巴

方对沙特的石油需求，保证沙特石油输

出有稳定且可靠的买家，能为沙特带来

持续的“石油美元”现金流；另一方

面，石化项目的附加值远高于出口原

油，在瓜达尔港建设炼化项目，有利于

提高沙特原油出口的“含金量”，为其带

来更可观的经济回报，同时还能将其石

化产品出口到其他市场。

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作为“一带

一路”倡议方，乐见沙特大型能源化工项

目落户瓜达尔港，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过程中的一个示范项目。“一带一路”

倡议是开放的，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

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旨在让不

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受益，都

能享受繁荣。“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沙特政府制定的“2030 愿

景”聚焦经济多元化，重点发展石化、基

础设施等；中巴经济走廊确定的四大重

点领域是能源、基建、瓜达尔港、产业合

作，下一步的重点是产业合作和民生领

域。显然，沙特在瓜达尔港投资大型能

源化工项目，与“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

廊和沙特“2030 愿景”是完全契合的，符

合各方共同利益。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充实、拓

展新阶段之际，沙特在瓜达尔港以投资

大型项目形式参与走廊建设，既丰富了

走廊建设的内容，又体现了“一带一

路”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彰显了中巴经

济走廊的国际魅力和全球影响力。

沙特巨额投资巴基斯坦有益各方
徐惠喜

近日，“欢乐春节——2019中韩旅游图片展”在首尔

驻韩中国文化院展出。此次展出由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和

首尔市政府联合举办，选取了“韩国人看中国旅游摄影大

赛”“中国人游首尔摄影大赛”的部分获奖作品，旨在展示

中国和韩国首尔的优美景色，并推动中韩民众认识对方

国家的独特魅力。图为观众在欣赏展出作品。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摄

2019中韩旅游图片展举行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充实、拓展新阶段之际，沙特在瓜达

尔港以投资大型项目形式参与走廊建设，既丰富了走廊建设的内

容，又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彰显了中巴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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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日前发布2018年全球民航客运数据显示，按收入乘客
公里计算，2018年全球民航客运需求同比增长 6.5%，增
幅高于趋势水平，尽管与 2017 年 8%的增幅相比有所放
缓，但仍属健康增长态势；民航客运运力增长6.1%，满载
率小幅上升 0.3 个百分点，超过 2017 年创下的高点，达
到创纪录的81.9%。

国际航协指出，预计2019年全球民航客运市场表现
将与去年类似，但增长势头会有所放缓。国际航协总干
事兼首席执行官朱尼亚克表示，201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
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对英国脱欧等问题的担忧，2019
年全球民航客运前景面对诸多不确定性。

统计显示，2018 年全球航空公司安全运送了 43 亿
多人次旅客，帮助全球旅客利用航空网络旅游观光、探亲
访友和开展贸易商业活动等。全球民航将依赖于更加开
放的边界和活跃有效的贸易活动。对此，朱尼亚克表示，
2019 年国际航协将继续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和各种导致
贸易冲突上升的行为，力促自由贸易体制继续发挥作用，
进而推动世界更加繁荣和幸福。

国际航协发布数据显示

全球去年民航客运需求增长6.5%

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最新数据显示，1月份新
加坡的新私宅销量环比下降28%，同比下降17.8%，延续
去年底的疲弱状况，创11个月以来最低销量纪录。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月份共售出 433套新房，较去年 12月份减少 28％。与
去年同期相比，则减少17.8％。

分析认为，新加坡1月份私宅销量下跌，除了受到年
底假期和农历新年等季节性因素影响，也与2018年7月
份政府推出的房地产降温措施有关。

有关专业人士认为，新加坡今年预计有60个新楼盘
推向市场，其中约有4000套高档私宅面世。以1月份相
对强劲的高档私宅销售表现来看，市场仍有良好需求，估
计今年销量不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私宅市场潜在需
求由于受到政府的调控措施抑制，预计今年新私宅销量
介于7500套和9000套之间，可能低于过去两年。

受政府降温措施等因素影响

新加坡新私宅销量环比降近三成

据新华社曼谷电 据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办公室预
计，未来 12 年泰国 10 大目标产业将新增超过 100 万个
就业岗位。为此，泰国政府正协调各部门帮助培养及寻
找对口的国内外人才。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办公室秘书长卡尼近日在会议上
透露，2019 年至 2030 年间，泰国旅游业将新增 30 万个
岗位；数字行业将新增28万个岗位；机器人、医疗及物流
业都将分别产生超过9万个新岗位。航空航天及机械零
部件业、智能电子、智能汽车、食品加工等行业也将分别
产生1万到6万个不等的新岗位。

卡尼表示，泰国总理巴育已经要求教育部、劳工部及
投资促进委员会等部门成立相应机构，解决上述行业的
人力资源需求。据悉，泰国教育部正联手中国、日本及德
国的教育机构打造轨道运输、机械电子工程、机器人、航
空航天、物流等专业的双学位学制，以提升泰国职业教育
质量。

东部经济走廊指泰国在东部沿海的差春骚、春武里
和罗勇三府设立的经济特区，旨在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泰国目标产业将增百万就业岗位

欧盟委员会日前以“柬埔寨民主、人权、法治状况无明显好转”

为由，宣布正式启动撤销柬埔寨“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BA）待遇程

序。尽管这并不是最终决定，但欧盟此举立即引发柬埔寨各界的强

烈抗议，各方呼吁应通过对话、合作来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拉巴特电 记者从摩洛哥旅游、航空运输、
手工业与社会经济部了解到，2018 年共有约 18 万人次
中国游客赴摩洛哥旅游，较2017年增长52.5％。

在2016年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前，摩洛哥年均接待
中国游客不到2万人次。

摩洛哥拥有绵长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线，还有撒
哈拉沙漠、雪山、古城等，阿拉伯风情浓郁，旅游资源丰
富。据了解，中国已成为摩洛哥旅游业重要的亚洲客源
国，目前摩洛哥年均接待的中国游客人数已经远超日本
和韩国游客人数。

摩洛哥去年吸引中国游客大增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