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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印尼的支柱产业和主要创
汇部门。印尼中央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18 年印尼共接待 1581
万人次外国游客，虽未达到政府预期的
1700 万人次目标，但较上年增长了
12.58%。印尼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尔
扬多表示，由于巴厘岛、龙目岛、中苏拉
威西省、西努沙登加拉省、巽他海峡等旅
游胜地连续遭遇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
地质灾害，外国游客对赴印尼旅游的安
全性产生担忧，2018年旅游业发展一度
面临巨大压力，“仅去年年初巴厘岛阿贡
火山喷发就导致100多万人次取消了订
单，好在去年年底因假日经济带来转机，
仅去年12月份就有游客141万人次，较
上月增长了 21.43%。我们希望今年能
继续保持这一增长势头，全年达到2000
万人次”。

从游客来源地看，东盟域内游客显
著增多，总数高达 545 万人次，较上年
增长了 20.6%；东盟以外亚洲国家游客
为 584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了 14.11%；
马来西亚以 250 万人次规模反超中国
的214万人次，再次成为印尼最大外国
游客来源国，马中两国游客占总游客比
例高达30%。

从入境方式看，有1008万人次搭乘
飞机入境，占到六成以上，为此印尼交通

部计划再新建10个机场以支持旅游业发
展。印尼交通部长布迪表示，新机场主要
坐落于中苏拉威西、东努沙登加拉、中加里
曼丹、北苏门答腊等省，“我们正与财政部
就项目估值、资金来源等问题会商，计划参
照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模式，邀请私营
部门与国有企业共同开发和建设，不排除
给予私营部门机场所有权，国有企业今后
只承担运营和监管职能”。

印尼央行高级副行长米尔扎认为，随
着旅游业逐步复苏和进一步发展，经常账

户赤字有望缩小并带动印尼盾币值走
强，“根据泰国和马来西亚旅游业发展及
其对本币币值的作用，我们将继续强化
货币政策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印尼
旅行社协会会长阿斯纳维表示，旅游业
已成为印尼继棕榈油出口后的第二大创
汇行业，以游客人均消费1200美元来计
算，旅游行业年创汇至少可达 200 亿
美元。

印尼旅游部长阿里夫表示，印尼政
府去年投入 1.75 亿美元用于旅游景点

海外营销，其中中国市场更是重中之重，中
国每年有超过1亿人次游客赴海外，其中
印尼所占比重并不高，成长空间还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中国在基建和
资金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印尼政府特意
邀请中国投资方参与“10 个新巴厘岛”国
家旅游胜地开发计划。根据印尼旅游部规
划，这10个新旅游胜地开发资金规模，少
则如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拉布安巴焦，约需
12 亿美元，多则如万丹省的丹琼莱孙，约
需40亿美元，总投资规模近200亿美元。

阿里夫表示，政府已开发兴建了一些
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如机场、港口、公路、电
网和净水设施等，但距旅游胜地标准仍有
较大差距，希望更多中资企业积极帮助建
设。这方面中企已有先行者，中国华电集
团印尼巴厘岛一期燃煤电厂项目自 2015
年9月份投产运营以来，一直是巴厘岛最
大的发电厂，该厂年均发电量超过28亿千
瓦时，满足全岛超过 40%的用电需求，大
大缓解了这一全球知名旅游胜地电力供应
紧张状况，每年还为印尼国家电力公司节
省约 1.2 亿美元购电成本。特别是，该厂
本着“既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与岛上风
景、环境、生态融合”原则建设，环保排放标
准大大高于印尼国家标准。该厂北端设有
燃煤卸货码头，在码头沿岸的海面上，至今
能看到成群的海豚嬉戏。印尼总统府办公
室主任穆尔多戈评价道，“巴厘岛电厂非常
环保，发电量也很大，提高了供电质量，促
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造福了当地人民，是两
国互利共赢的典范”。

促进产业发展 增建基础设施

印尼欢迎中企投资旅游业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多家国际投资机构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将逐步企稳，并保持合

理增长。虽然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下行风险，但经济结构已出现有

效改善。目前，消费已超过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猪年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好运

吗？”荷兰银行春节后第一篇中国经济研
报以此为题。在这一研报中，荷兰银行表
示，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并且存在
下行压力，但中国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极低。同时，中国政府已从有针对性的紧
缩和金融去杠杆化转向稳经济的货币和
财政政策。受这一政策影响，荷兰银行认
为，2019 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一季度放缓
之后，将从二季度开始逐步趋稳。

无独有偶，荷兰银行对中国经济企稳
这一判断也是多数外资机构的共识。

贝莱德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董立文
表示，今年看好新兴市场的债券市场，
原因是新兴市场增长态势显著好于去
年。今年年初以来，新兴市场表现较去
年低迷状况有所改善。其中，宽松政策
将支持中国经济于2019年上半年以温和
态势再度加速增长，这将使新兴市场增
长更趋稳定，有助缓解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带来的冲击。

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认为，中国经
济放缓不会对全球增长带来风险。虽然
经济转型伴随着增速下降，但中国决策者
也有决心利用周期性政策来支撑经济稳
健增长，因此经济硬着陆可能性极低。值
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政府稳增长的同时，

中国经济正在去杠杆进程、稳增长和推进
产业升级之间寻求平衡。

渣打银行表示，2019 年中国经济将
保持合理增长。虽然当前中国经济仍然
面临下行风险，但经济结构已出现有效改
善。目前，消费已超过投资成为拉动中国
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十年前，投资在
GDP 中的贡献率高达 61%，当前这一比
例 只 有 30% ，但 消 费 的 贡 献 率 高 达
70%。更为关键的是，59%的城镇化率仍
具备上升空间，随着中国内陆省市逐步追
赶沿海省市，更为均衡的区域发展将为中
国经济提供动力。同时，中国政府有足够
的货币政策空间。因此，渣打银行预计
2019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4%，较2018年
估计的 6.6%略为放缓，但这一增速足以
在经济增量上保证2020年中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渣打银行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空间和
灵活度的观点与工银国际一致。工银国
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2019 年中国
货币政策有望驶出“暗礁区”。从内部来
看，由于“宽财政”积极发力纾解了货币政

策的结构性瓶颈，“宽信用”的力度和结构
效应显著，对“稳增长”的支持作用增强。
从外部来看，在发达经济体紧缩步伐放缓
和全球资金流动转向情况下，人民币汇率
有望保持长期稳定，外部风险压力持续
下降。

鉴于此，2019年中国货币政策有望
进一步强化“以我为主”的特征，更加
灵活地维持稳健中性、边际趋松的立
场。这也赋予了央行兼顾多重政策目标
的余地，预计温和、精准的降息将更受
青睐。相较于调降存贷款基准利率，有
序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搭配灵活利
用政策工具定向降息，既能够维护前期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也能预防后期

“大水漫灌”的成本。
正是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

能够精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海外投资者
对中国经济的债务风险担忧没有明显
上升。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估认为，2019
年国有企业(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按调整后债务/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这一指标衡量的平均杠杆率
预计将保持平稳。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影响，国企2019年EBITDA增速将低于
2018 年。但是，中国政府对国企去杠杆
的持续重视将继续约束国企的债务增
长。因此，大多数国企中的杠杆率将好于
2018年水平。

各方在看好中国政府短期稳增长能
力与决心的同时，对于中国经济中长周期
内向好发展持乐观态度。其中，渣打银行
认为，中国经济在中周期内正在发生潜移
默化的向好变化。2008 年至 2015 年间
过度依靠投资且投资效率低下的局面得
以改善。“三去一降一补”清除了实体经济
中的很多无效产能，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
占比持续提升。

针对中国当前消费趋势，渣打银行认
为，消费贡献率提升只是表面现象，本质
是城市化进度加速和人口结构变迁带来
的结果。所谓的“消费降级”更多是短期
现象。渣打银行认为，消费降级很大程度
上与金融去杠杆进程和经济短周期相关，
从更长的周期来看，消费升级是不可逆的
过程。从人口结构来看，上世纪80年代
之前的高人口增长率已经给中国带来了
劳动力红利，并带来房地产市场化后的刚
性需求。随着这一群体逐渐进入40岁至
50 岁的中年阶段，他们将更加追求消费
质量。由于基础性消费下沉和消费主义
思潮觉醒，中国的内需市场要远远大于美
国当年千禧一代带来的本土需求。

多家国际投资机构认为

中国经济中长期前景向好
本报记者 蒋华栋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当地时间 2 月 24
日，塞内加尔举行总统选举，从8点开始的投票活动于当
日18点结束。25日零时10分，塞内加尔总理穆罕默德·
阿卜杜拉·迪奥纳在首都达喀尔市执政党党部向外界宣
布，麦基·萨勒总统已至少获得了57%的选票，这标志着
现任总统成功连任。

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大选造势活动中，麦基·萨勒总统
显得胸有成竹。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老百姓心愿。在
竞选活动中，记者随机采访百姓发现，向往美好生活的老
百姓大多认可目前国家经济状况，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据联合国机构统计，近5年塞内加尔经济增速平均保持
在6%至7%。此间媒体报道的重大项目竣工消息也是接
连不断。

但是，该国仍然属于全球25个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卫生医疗、教育、基础设施以及极度困扰年轻人的高失业
率成为下届总统和政府任期的首要执政目标。据悉，麦
基·萨勒总统在竞选中曾许诺，一旦胜选，将立刻启动“塞
内加尔振兴计划”的第二阶段。

2012年麦基·萨勒总统执政后，通过了《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规划，后在补充完善此前的《国家减贫战略》
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塞内加尔
振兴计划”，目标是至2035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7%，总
规划投资约200亿美元。其中，旨在大量增加就业的国
计民生工程项目占有较大比例。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据日本财务省最新
发表的贸易统计速报，1月份日本出口额同比下降8.4%，
贸易收支赤字1.4152万亿日元。

这是日本连续两个月出口下降，也是连续4个月出
现贸易收支赤字。其中，出口 5.5742 万亿日元，进口
6.9895万亿日元，赤字1.4152万亿日元。出口下降的主
要原因，一是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导致中国等亚洲国家
和地区对美出口下降，二是中国春节假期一些进口业务
歇业。

本报讯 记者张保报道：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委员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泰国2018年经济增长4.1%，
为6年来最高水平。

具体来看，政府支出有所放缓，但在民间消费、民
间投资增长以及商品和服务出口加速的带动下，社会
总支出仍持续扩张。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宾馆酒
店业和交通运输业增长迅速，但农业和建筑业表现乏
力。数据显示，2018 年泰国总投资增速约为 3.8%，其
中民间和公共投资增速分别为3.9%和3.3%。民间和政
府消费增速分别为 4.6%和 1.8%，进出口商品总额分别
增长14.3%和7.7%。

据认为，在重大基建项目拉动下，2019年政府投资
将加速。民间消费将继续增长，民间投资有所改善。国
际贸易、产能、投资趋势将更加清晰。预计2019年泰国
经济增速将在3.5%至4.5%区间。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中国驻法国使馆近
日召开2019年全法留学工作会议。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
出席会议，来自全法各地的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旅法专
业协会、国内知名高校留法校友会等140余名代表与会。

翟隽表示，2019年是中法建交55周年，也是旅法勤
工俭学运动100周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促进中法教育合作，为
推动新时期中法双边关系发展以及各领域务实合作发挥
积极作用。

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杨进指出，未来
职业教育将成为中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以培
养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所需的技能人才；同时还将继续
推进100对中法友好城市和省区间开展技术和职业教育
领域的合作。杨进强调，中法教育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成
果丰硕。随着中国“双一流”高校与法国“卓越大学计划”
高校的深入合作，两国联合参与国际区域性重大科学技
术研究项目，共同培养了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同时，两
国还不断扩大工程师教育领域的合作，为新型工业化培
养应用技术人才。据了解，法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一带
一路”倡议的广泛认可和欢迎，为中法两国进一步加强教
育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2018年，有4.6
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学习，在华学习的法国留学生超
过1万人。

塞内加尔继续推进振兴计划

职教将成中法教育交流合作重点

本版编辑 徐 胥

1月份日本出口下降8.4%

泰国去年经济增速为4.1%

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三大银行星展集
团、大华银行和华侨银行近日陆续公布去年盈利情况。
从数据看，三大银行盈利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星展集团去年全年净利润大涨 28％至
56.25 亿新元，创下新高。大华银行去年全年净利润创
下40.1亿新元历史新高，同比增幅为18％。华侨银行去
年全年净利润上升11％至44.9亿新元，创下新高。

英国品牌估值公司一项常年调查结果显示，星展集
团连续第七年获选为东盟最有价值的银行。同时，在世
界前 100 强银行排名中，星展集团从第 40 位跃升至第
34位，品牌价值已达122.37亿新元。大华银行排名从第
66 位升至第 55 位。华侨银行排名从第 64 位升至第
56位。

新加坡三大银行盈利大幅增长

据新华社巴塞罗那电 2019 年世
界移动通信大会 25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开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互
联”，将从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方面围绕这个
主题进行展示和讨论。

“随着5G时代来临，本届大会将是
最令人激动的几届之一。”全球移动通信
系统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霍夫曼说。

据介绍，本届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展
览面积约12万平方米，预计将吸引来自
超过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7 万名参
会者，有2400余家企业到场参展。

华为、中兴、爱立信、谷歌、高通、三
星、诺基亚、索尼等著名科技企业都铺设
了面积巨大的展厅，展示最新产品和
方案。

5G商用产品的发布是今年大会一大
亮点，多家中国企业在大会开幕式前后发
布自己的首款5G手机。华为发布的5G
折叠屏手机Mate X引发广泛关注。

图为人们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中兴
展厅参观。 新华社记者 郭求达摄

印尼雅加达北部海湾，一对中国游客在落日美景中流连忘返。 田 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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