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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末，韩国就通过了“国民
收入倍增计划”，在经济领域实施大刀阔
斧的改革，并通过提升国民收入，提振本
国消费，进军发达国家行列。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通用的衡量一个
家庭或者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指标
之一。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中饮食消
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按照联合
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为贫困，50%到 59%为温饱，
40%到50%为小康，30%至40%为富裕，
低于30%属于最富裕行列。从2000年
开始，韩国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到
2007 年已经降到了 11.8%。按照这一
指标，韩国明显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然而，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2017
年，韩国恩格尔系数反弹到了13.8%，创
下新高。

与此同时，韩国基尼系数在不断升
高。按韩国人均总收入计算，2015年至
2017 年 的 基 尼 系 数 分 别 为 0.396、
0.402、0.406，逐年升高。通常来讲，基
尼系数 0.4 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超过这条警戒线，意味着贫富差距较大，
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但韩国国
内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
改善。近日，韩国统计厅公布了《2018
年第四季度家庭动向调查》报告，详细阐
述了去年第四季度韩国人的收入情况。
报告按收入高低划分了5个档次，每档

人数各占总人数的20%，从第一档至第五
档，收入水平依次递增。数据显示，第一
档、第二档人群的可支配收入都在下降，第
三档、第四档和第五档人群的可支配收入
均在增加，而且下降幅度整体大于增长幅
度，说明韩国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韩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都将经济政策落
脚点放在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改
善方面，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推动

临时工向正式工转换、提高最低工资水
平、缩短工作时长上限等。这些政策取
得了一定成效，改善了一部分劳动人口
的经济状况。但难以避免的是，在相关
措施的推动过程中也伴随着副作用。例
如，相关措施虽要求企业改善员工的劳
动、收入状况，但企业本身经营策略是否
进行调整等，就成了不确定因素。

韩国国内有分析指出，贫富差距扩

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韩国去
年较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持续推
动临时工向正式工转换，并将每周工作时
长上限由68小时缩短到52小时。其副作
用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因此企业用人选人
标准也相应提高，有些个体户甚至干脆不
再雇人。如此一来，劳动技能水平较低的
人、老年人、部分女性和青年等开始陷入
找不到工作的窘境，拉低了收入水平。另
一个副作用是部分个体户因经营成本增加
导致盈利减少，甚至出现停业，劳动人口
赚钱的机会变少。第二，部分制造业发展
状况欠佳，导致劳动人口收入减少。造船
业和汽车行业尤其有代表性。韩国造船业
经营状况欠佳的情况已持续多年，虽也在
不断改革，但当前尚未有明显改善。另
外，去年韩国汽车产业面临巨大压力，这
既包括车企本身的发展遇到瓶颈，也包括
受到劳务纠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
不利因素的制约，致使去年韩国汽车产量
和销量均出现下降。这些行业的员工收入
也相应受到影响。第三，老龄化因素。
2017年，第一档人群中年龄高于70岁的
老 年 人 占 比 37% ， 2018 年 上 升 到 了
42%，这一部分老人收入较低，也拉低了
第一档人群可支配收入的整体水平。

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韩国也在积极
寻找对策，下一步拟采取提高基础年金、
扩大老年人就业机会、提高失业补贴等一
系列措施。同时，韩国国内舆论也出现了
希望从根本上改善贫富差距的声音。例
如，要从问题根本上寻找药方，更加关注
竞争力不足的个体经营者和劳动人口所面
临的问题，让发展经济、结构性改革、贫
富差距改善走上良性循环轨道。

政策负面效应显现 部分行业经营欠佳

韩 国 贫 富 差 距 进 一 步 拉 大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阿联酋央行日
前发布的最新季报显示，得益于政府一系列经济刺激计
划，2019 年阿联酋 GDP 增长预计达到 3.5%，超过 2018
年 2.8%的增长率。其中，非石油行业 GDP 增长将从
2018年的2.6%提升至3.4%。

自今年1月份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落实限
产计划，作为欧佩克成员国，阿联酋主动调整本国石油产
量，严格执行“欧佩克+”为期6个月减产120万桶/天的
协议，以此重塑国际能源市场，将油价维持在60美元/桶
的水平，这无疑将对阿联酋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尽管面临来自石油经济领域的压力，但阿联酋政府
于 2018 年推出了价值 500 亿迪拉姆 （约合 137 亿美
元）经济刺激计划，同时迪拜政府施行削减企业经营开
支、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阿联酋央行表
示，2018年政府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有望在今年看到
积极效果，特别是在非石油领域，政府有力的财政支持
将为阿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有助于阿联酋经济整体
持续向好发展。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巴基斯坦内
阁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召开会议，就一号铁路干线升级
改造工作调整部分关键立场，使项目朝着签订合同和开
工建设方向更进一步。

全长1872公里的一号铁路干线自北向南连接白沙
瓦和卡拉奇两大城市，是巴基斯坦境内最主要的干线铁
路，其升级改造也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规模最大的交
通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此前项目长期停
留在可行性研究层面。此次会议调整了巴在有关问题上
的立场，表现出巴政府力图尽快开工建设的务实姿态。

巴方此次调整的立场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合作模
式上，同意以工程总承包模式建设，不再追求建设—运营
—移交模式；二是建设次序上，决定将整个项目拆分成更
多标段并优先建设其中部分标段，通过化整为零、依次推
进使沿线部分地区优先分享红利；三是项目造价上，通过
在各标段间适当取舍将项目第一阶段建设造价控制在20
亿美元左右的“可行”水平。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宋博奇报
道：日前，中东地区知名咨询机构
Orient Planet 发布研究报告指
出，道路开发项目仍然是海湾国家
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之一。目
前，海湾合作委员会正在执行的基
础设施项目总价值已达到 1.14 万
亿美元，其中公路、高速和桥梁项目
数量高达 1069 个，总价值为 1226
亿美元。

数据显示，阿联酋和沙特跻身
全球12大基础设施投资市场之列，
两国在海湾地区的基础设施支出方
面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包括2020年
阿联酋世博会综合工程（大规模道
路升级改造）、连接沙特和巴林的哈
马德国王大桥（沙巴二号跨海大
桥）、全长680公里的沙特—阿曼高
速公路项目和斥资 53 亿美元的沙
特—阿联酋高速公路项目等。此
外，消息人士指出，受当前运力所
限，沙特有意升级改造现有连接沙
特和巴林两国的沙巴跨海大桥—法
赫德国王大桥。

非 石 油 行 业 促 进 阿 联 酋 经 济 向 好

巴政府部分调整一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工程

道路建设仍是海湾

国家最大投资项目

堪培拉举行热气球节

堪培拉热气球节日前举行。图为热气球飞过格里芬

湖上空。 （新华社发）

法兰克福迎早春
气温回升，严寒远去。德国法兰克福街头的花朵渐次开放，越冬的候鸟归来，人们也

感受着春天的气息。图为在法兰克福拍摄的美因河畔景色。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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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日前，新加坡通讯及新闻
部长易华仁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时宣布，政府计划在
2020 年推出第五代（5G）电信网络，以维持新加坡在电
讯方面的竞争优势，让新加坡国民享受到 5G 网络科技
红利。

为此，新加坡政府近期将展开公共咨询活动，以制定
使用5G网络的监管框架和政策，包括要腾出哪些频谱支
持5G网络等。

新加坡新电信集团总裁蔡淑君日前表示，目前，新加
坡相关部门尚未确定支持5G全业务的独立组网标准，最
终确定可能要等到2020年左右。初期的5G服务用户将
是企业客户。目前,新加坡电信已经开始测试5G在企业
方面的应用。

新 加 坡 计 划 明 年 推 出 5G 电 信 网 络

英国议会连续 3 天就脱欧问题投
票，备受瞩目。继3月12日和13日英国
议会下院接连否决了脱欧协议修改版和

“无协议脱欧”方案后，3月14日晚，议
会下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推迟脱欧的修
正案，这算是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近来
少有的胜利。

特雷莎·梅在 14 日晚的投票结果公
布后表示，现有脱欧协议仍是英国与欧盟
达成的最好协议，3 月 20 日将会为这一
脱欧协议举行第三次投票，作最后的努
力。如果获得通过，脱欧截止日期将延期
至6月30日；如果失败，将向欧盟申请启
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延期脱欧，但延
期多久的决定权将掌握在欧盟手中。

从目前情况看，推迟脱欧已成定局，
只是延期的长短存在变数。欧盟虽对英
国延期脱欧持开放态度，但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表示，脱欧即便延期，最晚也不应
晚于5月下旬的欧洲议会选举，而且需要

英国就延期脱欧向欧盟提出合理解释。
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之所以在议会

“屡投屡败”，主要还是卡在了关于北爱尔
兰问题的“备份安排”上。

为了避免因脱欧导致英国北爱尔兰
地区与爱尔兰共和国出现关税和人员流
动“硬边界”，英国与欧盟在此前的脱欧协
议谈判中，拟定了“备份安排”。在2019
年 3 月 29 日英国正式脱欧至 2020 年 12
月31日的脱欧过渡期间，英国与欧盟将
继续就未来关系举行谈判。若过渡期结
束时双方仍未就贸易安排达成一致，北爱
地区将继续受欧盟贸易规则制约，以便使
人员与货物继续自由流通。“备份安排”规
定，不允许英国单方面叫停该条款，也未

明确该条款的持续时间。
英国部分议员认为，“备份安排”将使

北爱尔兰地区受制于欧盟贸易规则，从而
在现实中将北爱尔兰“留在”欧盟。但是，
英国与北爱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将受制
于“备份安排”进而无限期滞留欧盟。在
此期间，由于英国无法脱离欧盟关税同
盟，因而与其他国家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
就无法生效。更有批评人士称，这将威胁
英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在这次投票前，特雷莎·梅与欧盟达
成了包括解决北爱尔兰地区“备份安排”
在内的法律仲裁机制协定。同时，特雷
莎·梅在与容克会谈后宣称，就协议中具
有争议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取得了

“具法律约束力”的保证。她表示，爱尔兰
边境“保障措施”绝对不会是一项永久性
措施，替代性协议将会在2020年底之前
到位。

然而，英国总检察长考克斯批评称，
这项协议文书与之前的协议相比并无实
质性改变。英国批评人士认为，欧盟作出
的让步并没有颠覆此前“备份安排”的本
质，这些措施不允许英国在未来谈判结果
不乐观的情况下退出“备份安排”，也不允
许英国在未经欧盟同意的情况下选择终
止“备份安排”的效力。特雷莎·梅的努力
和欧盟的再保障都未能打消英国议会议
员们对英国在脱欧后仍将遭到欧盟“绑
架”的顾虑。

兜兜转转近三年，脱欧似乎又回到原
点。目前，英国脱欧依旧是一场迷局，结
果难料。从最近的脱欧进程看，英国各党
派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究竟想要如何脱欧，
只是沉迷于党派斗争中不能自拔。对于

“备份安排”，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找到各方
都能接受的方案，但相互指责更无法解决
英国的燃眉之急。

推迟脱欧成定局 英国渐失主动权
本报驻伦敦记者 马翩宇

英国议会下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推迟脱欧的修正案。从目前情况

看，推迟脱欧已成定局，只是延期的长短存在变数。特雷莎·梅的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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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备份安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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