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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国各界对习近平主席访问的期
待，此访对中法两国经贸合作的意义等问
题，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法国巴黎大区投
资促进署总干事亚历山大·梅邵夫。梅邵
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法国将对促
进中法、中欧互利共赢务实合作产生积极

的提振作用，将成为提升中法友好关系的
重要事件。

梅邵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法
国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5年再次对法国
进行的国事访问，这对法国本身而言就是
一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访问。在当前
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贸易紧张关系持
续的情况下，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将显得
尤为重要。面对当前全球发展存在的各
种危机，习近平主席此访所带来的中法、
中欧间务实与互信，对世界平稳发展必不
可少，意义非凡。

梅邵夫认为，中国与法国对可持续性
与战略性发展都有长期规划和愿景，两国
在各自的发展与改革中都探索出了一条
务实且坚决的道路。随着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中法两国
围绕该框架下的合作正持续走向深入。
作为法国地区发展的优势战略，大巴黎项
目未来与该倡议对接的潜力将不断释放，
充分发挥中法两国的各自优势，推动这一
长期性的经济合作在环境技术、可持续城
市发展、健康与城市交通等领域取得务实
成果。

法国政府此前积极推动建立巴黎—
萨克雷大学与科技中心，并促其成为世界
级的研究与创新集群，中法两国目前正积
极就该项目合作开展接洽，相信将取得喜
人成果。梅邵夫指出，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对法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带一
路”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重要倡议，不仅
仅代表着地理意义上的通道，更代表着对
全球范围内各区域与大城市间的联通网
络。在此方面，大巴黎的发展理念与该倡
议高度契合，无论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还是在区域联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中
法两国在此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梅邵夫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开放
程度进一步提升，发展模式日趋成熟，国
内庞大市场需求不断得到释放，这与中国
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发展导向密不可分，将
使世界进一步分享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红
利。在这方面，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成功举办并吸引众多国家踊跃参与就是
最好的证明。法国希望紧抓中国发展与
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机遇，并希望两国能够
通力合作共同助力双边贸易交往更趋平
衡，推动双方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走得更
深、走得更远。

梅邵夫特别指出，当前法方高度关注
中国的发展进程与市场机遇，中法两国在
诸多领域都具有巨大的合作前景，比如可
持续城市发展与环境技术将成为中法两
国优先且长期合作的潜在领域，特别是在
环境可持续增长、居民健康服务、缓解城
市拥堵与过度集群等方面，法国企业具有
全球领先的专业经验，相信两国在该领域
的合作将取得重要成果。

梅邵夫介绍，法国企业界对习近平
主席此次访问法国报以高度期待，认为
此访对于促进两国互利共赢务实经贸合
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通过
两国元首的会晤加速双边具体合作项目
落地，并为中法长期性与优势性发展规
划雄伟蓝图。同时，法国企业也希望能
够迅速参与到中法合作的具体项目中，
通过积极参与具体项目，加速成果落地，
为两国经贸合作的美好愿景增添更多稳
健“音符”。大巴黎项目中的诸多法国企
业对习近平主席此访报以巨大期待。梅
邵夫指出，大巴黎项目中的法国企业拥有
承接庞大项目的技术与经验优势，特别是
在材料、设计与生产创新方面，希望能够
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吸引更多中国
企业参与，使两国企业的优势都得到充分
释放，也使法国企业能够在具体合作中更
好地展现自身才华。

谈到巴黎大区对与中方合作的期
待，梅邵夫表示，在未来十年中，大巴黎
地区将修建比过去120年以来更多的地
铁与车道、建造比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更
多的房屋，将巴黎打造成为具有强大经
济属性的地区并使其能够成为欧洲的

“经济首都”。面对这样的宏伟规划，大
巴黎地区需要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共
同完成这一目标，来自中国的企业将是
优先选择的重要伙伴。

为中法合作添加更多稳健“音符”
——访法国巴黎大区投资促进署总干事亚历山大·梅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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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为避免英
国“无协议”脱欧，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
同意为英国脱欧延期，3月29日不再是英
国脱欧的最终截止日期，在这一日期后英
国仍将继续留在欧盟内。

欧盟态度强硬不让步

欧盟领导人讨论后决定，为英国脱欧
延期提供两种方案。方案一，如果英国议会
第三次投票未能通过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的脱欧方案，脱欧将延期至4月12日；方案
二，如果英国议会第三次投票通过了特雷
莎·梅的脱欧方案，脱欧将延期至5月22日。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峰会讨论
结束后表示，英国政府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面临以下几个选项：有序脱欧、“无协议”
脱欧、继续延期脱欧或撤销《里斯本条约》
第50条以停止脱欧。特雷莎·梅在欧盟
峰会召开前曾向图斯克写信，表示希望将
脱欧延期到 6 月 30 日，最终欧盟领导人
的决定未能如特雷莎·梅所愿。

“无协议”脱欧风险积聚

在此次峰会上，欧盟给予英国仅不到
2周的短暂延期宽限，这使英国工商界更
加担心会出现“无协议”脱欧。从目前情
况看，短时间内脱欧协议显然不可能有什
么突破，强推第三次投票胜算依然渺茫，
一旦第三次投票失败，意味着英国将再次
向欧盟申请脱欧延期，否则将触发“无协
议”脱欧。

因此，特雷莎·梅对于第三次投票态
度谨慎。分析认为，脱欧协议第三次投票
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预计难以获得足
够多的议员支持，特雷莎·梅有可能将不
选择第三次投票，并在 4 月 12 日前向欧

盟申请继续延期脱欧。英国下议院议长
约翰·伯科 18 日曾表示，根据下议院从
1604 年起延续至今的投票传统，英国政
府两次向下议院提交的脱欧协议存在实
质上的雷同，如果第三次提交的协议与原
协议没有本质上不同，那么为同一协议举
行第三次投票是违反下议院投票合法程
序的。但特雷莎·梅坚持表示，第二次投
票的脱欧协定中加入了欧盟就“兜底条
款”的再保证和有关争端协调机制，是与
欧盟达成的最新“斯特拉斯堡协定”，并不
存在重复投票问题。

民众游行要“二次公投”

迄今，持续2年多的脱欧进程消耗了

本该投入到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建设上
的大量政府资源，也使得国内多项政策无
法落实，延期脱欧更将使这一“消耗战”看
不到头。此外，“一败再败”的脱欧协议投
票也使得脱欧前景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不
仅英国经济增长动力下降，也使越来越多
的民众认为脱欧已经成为政府与议会之
间的“政治游戏”，一个负责谈判达成协
议，另一个则负责拒绝协议，民众的真实
心声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扭曲。

3月23日，伦敦市中心爆发大规模脱
欧示威游行，100多万抗议者涌向街头，
要求将脱欧的选择权从政府和议会手中
交给人民，举行“二次公投”来决定继续脱
欧还是留在欧盟。示威者中的绝大多数
都支持停止脱欧，留在欧盟，仅有小部分
人身着黄色马甲支持脱欧，显得势单力
薄。近日，一名英国人在英国议会网站上
发起请愿，称“英国政府反复宣称脱欧是
遵循民众的意愿，但现在政府已经不能代
表民众的真实意愿，我们要向政府和议会
表达公众留在欧盟的意愿是多么强烈”。
截至 24 日下午，已有超过 500 万人在这
份请愿书上签字，呼吁取消脱欧。

英国脱欧这场大戏，结局正变得愈加
扑朔迷离。

欧盟开出苛刻条件 民众要求停止脱欧

英国脱欧大戏愈发扑朔迷离
本报驻伦敦记者 马翩宇

英国延迟脱欧的靴子落地，但欧盟的强硬态度让延迟脱欧变得并

不顺利，苛刻的附加条件令英欧以及英国内部党派之间围绕脱欧的博

弈达到新高潮，伦敦市中心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更是重新激起了对

“二次公投”和取消脱欧的呼声

波音 737 MAX 型号
客机连续发生两起坠机事
件，引起各界对民航运输
安全及未来国际航空市场
格局等问题的关注。对
此，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企业传
讯亚太区助理总监钟接
庆。他表示，安全一贯是
全球航空运输业的重中
之重。

钟接庆说，埃塞俄比
亚 航 空 公 司 波 音 737
MAX型客机失事后，多国
民航主管部门以及航空公
司都已停飞该型号客机。
国际航协希望相关调查工
作能够及时完成，为业界
提供翔实、可靠的失事原
因，防止类似事故再度发
生。“安全一贯是全球航空
运输业的重中之重，任何
一次事故都会带来惨痛的
后果，飞行安全必须做得
更好才能保证航空运输业
健康发展。”

从事故调查过程中总
结经验、教训，进而指导所
有利益相关方采取行动，
对于有效减少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钟接庆说，正是基于
上述指导方针和做法，过
去数年，全球航空运输业
的事故率呈下降趋势。国
际航协一直在强调飞行事
故调查的重要性。但是，
在过去10年中，仅有30％的事故得出完整的调查报告
并公之于众。

钟接庆谈到，目前预测或者评论这两起波音 737
MAX型号客机事故对国际航空旅行需求以及对国际航
空运输业市场格局和大型客机销售格局的影响还为时尚
早。基于历史经验与数据，从长期角度来看，航空旅行需
求将会持续增长，预计未来20年，航空客运量将成倍增
长，达到82亿人次，全球各航空公司将需要提供足够的
运力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航空公司将会依据其商业
计划，适配其机队的规模和相应机型。根据国际航协发
布的《未来20年航空客运预期报告》，全球航空客运需求
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行业重心正加速东移。

钟接庆认为，根据抵离中国的国际客运量及中国国
内客运量计算，在2024年至202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
为全球最大航空市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为以消费为导
向后，将长期带动航空客运需求强劲增长。到2037年，
中国将新增 10 亿人次的航空旅客，总量达到 16 亿人
次。印度位列美国之后，将在2024年左右超过英国成为
第三大航空市场。

钟接庆表示，中国自主研制大型客机C919，标志着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研制大型商用飞机的国
家之一。中国取得这一重大成就获得了业界赞赏，期待
中国为国际航空运输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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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
发布经济师调查报告，将新加坡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去年12月份的2.6％微调至2.5％，而新加坡贸工部对全
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为1.5％至3.5％。

新加坡经济是高度外向型经济，对投资、贸易等依
存度较高，对外部市场的变化也比较敏感。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中美贸易纠纷尚待解决，英国脱欧前景不
明，因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紧缩而上升的全球利率，全
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外部因素，加上新加坡国内今
年以来经济表现不乐观，导致经济师对新加坡全年经
济增长持谨慎态度。同时，经济师对非石油出口的增
长预测也从 2.9％下调至 1.1％。新加坡经济去年四季
度同比增长1.9％。经济师预测，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仍将维持在1.9％。

此外，经济师还调低了新加坡大部分行业今年的增
长预期。其中，制造业全年增速预期从去年12月份预测
的3%下调至2%，金融保险业由此前预测的5.4%下调至
4.5%，批发零售业增幅由此前预测的1.7%下调至1.5%，
住宿和食品服务业增幅由此前预测的2.8%下调至2.4%，
建筑业增幅由此前预测的1.5%调整为2.1%。降幅最大
的是制造业，建筑业是唯一上调的行业。

新加坡经济专家分析认为，新加坡制造业在1月份
出现13个月来首次下滑，非石油出口跌幅超出预期，空
运和海运业务持续下降，加之预期关税将调高，预计今年
一季度制造业与出口下滑幅度可能会更大。

新加坡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又到一年樱花季，日本首都东京樱花绽放。图为当
地民众在东京市中心皇宫周边的樱花树前拍照。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摄

本版编辑 禹 洋

樱花盛开

法兰西共和国不仅是浪漫之国，更是最
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在核电、航空航天和铁
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钢铁、汽车、建筑是
其工业三大支柱。核能、石油化工、海洋开发
等新兴工业近年来发展较快。

图① 法国米约高架桥。
图② 法国巴黎凯旋门。
图③ 法国巴黎拉德芳斯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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