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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韩国召开 2019 年国家财政战
略会议。会议强调了为解决经济问题扩
大财政支出的必要性，并决定下一阶段韩
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以使
韩国经济问题走出恶性循环。

韩国总统文在寅、总理李洛渊以及
诸多相关官员出席了此次会议。文在寅
在解释扩大财政支出的原因和目的时
称，经济增速低迷，收入两极化，就
业、出生率低及老龄化等诸多问题，都
使财政支出的重要性较以往更加突出，
诸如增加就业和“韩国式失业补助”等
措施、针对个体户问题的对策等，都需
要政府积极扩大财政支出。

从近 5 年韩国政府财政支出情况来
看，支出金额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支出
增长率也在逐年增高。统计显示，2015
年至2019年，韩国财政支出分别为371.8
兆 韩 元、384.9 兆 韩 元、406.6 兆 韩 元、
434.1 兆韩元、469.6 兆韩元。韩国业界

认为，扩大财政支出有其合理性与必要
性，但也需要关注是否会出现财政负担加
大等副作用。

一方面，韩国政府认为，当前韩国财
政状况稳定，具备扩大财政支出的条件。
以 2017 年数据为例，韩国政府负债相当
于全年 GDP 的 42.5%，在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属于较低水
平。而且，韩国国债利率维持在2%以下，
低于韩国 GDP 增速，属于低利率债券。
韩国政府可继续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收
集资金，并用于扩大财政支出。

另外，韩国政府认为，扩大财政支出
有利于拉动韩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让政

府财政变得更加稳健。反之，如果现在不
用加大财政支出的方式来解决经济社会
问题，那么不久的将来，韩国很可能将因
问题恶化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财力物力。
所以，应采取先行投资的方式，尽早解决
问题。

文在寅表示，韩国应夯实建设包容
性国家的基础，通过创新型经济增长，
提升韩国经济活力，这样才能在中长期
内达到提高经济潜在增长动力、增加税
收的效果。

但是，韩国有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
扩大支出是否会使韩国财政负担加大，在
韩国国内也引发了一定忧虑。2017年以

来，韩国经济增速持续走低。韩国央行和
国际机构也分别下调了今年韩国经济增
长预期，这都不利于韩国财政增加收入。

韩国《每日经济》报道认为，韩国业
界看重政府赤字是否超过 GDP 的 3%这
一红线，而且经济增速下降将导致政府
税收减少。根据当前情况预测，2022 年
时，韩国政府财政赤字有可能会超过
GDP的 3%。

韩国《中央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在
企业赚不到钱、韩国家庭收入原地踏步的
情况下，政府只能收取更少的税收。同
时，韩国社会正加速老龄化，再过十年，
劳动力人口将锐减，需要获取社会福利的
人反而越来越多。届时，政府财政恐将面
临困难。

《每日经济》社论称，韩国经济增长动
力下降，青年失业率高，财政支出的作用
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今年，韩国社会福
利、劳动领域的支出预算同比增长 11%，
用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预算支出虽也有
所增长，但支持力度相对不足。因此，财
政支出更应在提高经济增长活力方面集
中投入。

增速持续走低 诸多问题待解

韩国将扩大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近5年来，韩国政府财政支出金额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韩国政

府认为，当前韩国财政状况稳定，具备扩大财政支出的条件。同时，

扩大财政支出有利于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可使韩国政府财政变得更

加稳健，但社会也关注是否会出现财政负担加大等副作用

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前景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加之总统大选

后政局基本保持平稳，标普也跟上穆迪、惠誉步伐，上调了印尼主权

评级，显示了外界对印尼经济增长的信心

日前，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将印尼主权
评级从 BBB-级提高至 BBB 级，展望为

“稳定”。这是近 20 年来，三大国际评级
机构在同一周期内全部上调印尼主权评
级。据了解，在标普之前，穆迪、惠誉已于
2018年上调了印尼主权评级。

标普发表声明称，印尼主权评级得
以调高的主要原因是“强劲的经济增长
前景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加之总统大选
后政局基本保持平稳也是“加分项”。标
普还称，印尼在同等规模经济体中经济
增速保持领先，均衡发展势头稳健，财
政政策温和、有效且可持续，政府负债
目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如果印尼的外
部经济环境或财政政策效果在未来两年
内继续得到实质性改善，标普将再次调
高其主权评级。

市场分析认为，此次主权评级调高，

不仅有力化解了此前关于印尼大选后经
济动荡的负面预期，而且有助于印尼总统
佐科在第二个任期为其雄心勃勃的“4000
亿美元基建大发展”计划扩大对外融资。

新加坡经济学家乌本表示，印尼经济
基本面一贯稳固，佐科连任确保了各项改
革政策的连续性，“标普这次一改先给‘积
极’展望、再提高评级的分步走做法，一步
到位调高评级，让印尼走了一趟快车道，
这着实让属意印尼的投资者们颇为惊
喜”。据了解，评级上调当日，印尼盾对美
元汇率大幅升值 1.1%，创下 4 个月来新
高；雅加达综合指数基准指标较前一日走

高 1.5%；政府十年期债券利率则下行 9
个基本点至7.96%。

选举后的短暂动荡并未影响到印尼
经济基本面，印尼市场秩序迅速恢复正
常。印尼工业部数据显示，印尼全年工业
领域投资总额有望较去年增长 10%，吸
纳近 2000 万人就业。印尼央行数据显
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运行基本正
常。印尼央行行长派里就此表示，货币政
策将保持稳定确保清算、结算、支付、投融
资业务健康开展。雅加达综合指数逐步
企稳，市场信心日渐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财长斯莉特别表

示，印尼二季度公共支出将继续增加，“一
年一度的‘雅加达大减价’购物节已拉开
帷幕，我们新增27.7亿美元的工作津贴和
社会援助发放，让全国人民过个好节”。
斯莉称，印尼政府希望在控制好通货膨胀
水平的前提下，能够扩大消费支出、刺激

“假日经济”、提振潜在投资，今年印尼的
经济增速目标是 5.3%，明年要努力达到
5.6%。为此，印尼政府将综合运用包括税
收减免、退税在内的各种财政政策工具，
创造一个更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

日前，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公布的
2019 年《世界竞争力指数排名》显示，由
于经济结构性改革和政府绩效取得较大
进步，印尼在 63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32
位，较去年上升 11 位。印尼经济统筹部
长达尔敏表示，印尼政府将朝着“减少不
均衡”的方向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印尼
财政部发言人努弗兰萨高兴地说，这次印
尼在亚太各经济体中名次提升得最快，表
明印尼生产力和投资水平提高又有了新
动力。

政局基本平稳 机构上调评级

印尼经济企稳市场信心恢复
本报记者 田 原

第53届巴黎—布尔歇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巴黎航展）17日正式开幕。创

始于1909年的巴黎航展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负盛名的国际航空航天展会之

一。图为人们在航展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第53届巴黎航展开幕

据新华社德国法兰克福电 新一期
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 17 日面世，
中国超算上榜数量蝉联第一，美国超算

“顶点”仍是运算速度冠军。新榜单还有
一大看点是史上首次所有上榜超算的速
度都突破了每秒千万亿次。

全球超算500强榜单每半年发布一次，

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
17日发布了最新榜单。中国境内有219台超
算上榜，在上榜数量上位列第一，美国以116
台位列第二，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依次位
居其后。这是2017年11月以来，中国超算上
榜数量连续第四次位居第一。

美国能源部下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开发的“顶点”以每秒14.86亿亿次的浮点
运算速度再次登顶，这超过了它在半年前
榜单上的每秒14.35亿亿次的纪录。

新一期榜单的前四位较上次没有变
化。美国能源部下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
家实验室开发的“山脊”、中国超算“神威·
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分列二三四位。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第十次中英经济财
经对话17日在英国伦敦举行，中英两国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贸
易投资等领域达成69项互利共赢成果。通过此轮对话，
英国释放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信号，并将继续增
进同中国在金融、投资、贸易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
密切合作。此外，“沪伦通”也成为经济财经对话的亮点。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徳表示，英方高度重视发展英中
关系，自首次经济财经对话以来，双方加强战略对接和务
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英方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方
面拥有独特优势，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金融、
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推
动英中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目前，中英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685亿英镑，中国
已经成为英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在过去十年中，英国对
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两倍，使中国成为英国在全球的第六
大市场，目前有超过10000家英国企业向中国市场出售
商品和服务。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表示，英国是中
国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
的贸易伙伴之一。第十次经济财经对话期间达成的多项
商业协议和合作成果显示出了英中两国贸易和投资关系
的广度和深度，随着中国市场不断开放，英国企业将会获
得更多机遇。英国国际贸易部将继续支持英国企业增加
在中国市场的投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

作为中英经济财经对话的成果之一，中国工商银行
将成为首个按照“绿色投资原则”发行绿色贷款的商业银
行，这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发
展。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孟珂琳表示，英
中双方推动形成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将促进“一
带一路”倡议与西方国家对接合作，并巩固伦敦金融城在
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优势。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
道：近期，南非顶尖耳鼻喉科医师齐
夫拉罗率领团队成功运用 3D 钛金属
打印技术，为病人量身打造了人造版
中耳听小骨，包括锤骨、砧骨、镫
骨，并实施了移植手术，为失聪者带
来了恢复听力的希望。此项医疗创新
为世界首例，也创下 3D 打印医疗运
用新纪录。

据悉，3D打印技术能准确无误地
复制需要的骨骼组织，无论是尺寸、位
置、形状或重量等方面，均能达到标准
要求。这对于治疗传导性听力损失是
一个重大突破。

齐夫拉罗表示，运用新技术，仅需
为患者替换受损的听小骨，比起装上
整个义耳而言，移植手术的风险大大
降低。齐夫拉罗介绍，团队采用的钛
金属材质具有生物兼容性，透过内窥
镜做移植，过程快速、无侵入性，能够
降低病人的痛苦。不仅如此，这项移
植技术适用于包括新生儿和老年族群
在内的所有年龄层。

齐夫拉罗表示，此次手术成功，充
分展现出南非医疗界世界级的研发能
力。齐夫拉罗还认为，3D打印技术的
进步，为医疗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可能性。他希望能够推广该项技术，
让更多南非民众受惠。

南非卫生部长博士亚伦·莫绍雷
迪对此项创新大加赞赏，希望开发
3D 打印技术的厂商能大力支持，以
利于该医疗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促成
更多医疗创新。他表示，卫生部将尽
全力配合与支持，帮助整合相关产
业，以便此项研发成果能够尽快得到
推广。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德国新建住宅中有66.6%实现了使
用可再生能源取暖。数据显示，去年德国新建住房10.72
万栋，其中47.2%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其主要能源供应来源。

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在住
宅中的使用比例首次超过天然气，位居榜首。天然气的
使用比例则由2017年的47.4%下降至去年的43%，其他
常规能源使用比例为9.8%。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柬埔寨近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柬埔寨大米出口共计 25.172 万
吨，同比增长4.14%。其中，对中国、欧盟、东盟分别出口
10.46 万吨、8.07 万吨和 3.15 万吨。对华大米出口同比
增长65%。

负责柬埔寨输华大米检验出证的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柬埔寨公司总经理陈其生表示，柬埔寨对华大米出口显
著增加，主要是由于中方在将柬埔寨大米进口配额提高
至 40万吨之后，加大了采购力度，柬方也相应减少了对
邻国的稻谷贸易，提高了大米加工供货能力。

柬埔寨大米对华出口同比增长65%

德国66.6%新建住宅用可再生能源

马来西亚首批冷冻带壳猫山王榴莲 17 日起运送往

中国，4吨冷冻猫山王榴莲预计 19日运抵上海。马来西

亚农业部长沙拉胡丁表示，随着中国批准冷冻猫山王品

种的带壳榴莲进口，预计今后每年将为马来西亚带来至

少5亿林吉特（约合8.4亿元人民币）收入，刺激马来西亚

榴莲产量进一步增长。图为在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发车

仪式上拍摄的榴莲。 （新华社发）

马来西亚带壳猫山王榴莲来了

第十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举行
69项互利共赢成果促双边合作

全球超算500强中国上榜数量蝉联第一

南非创 3D 打印

医疗运用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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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联合国近日公布
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
为 2889 亿 美 元 ，低 于 2017 年 的 3263 亿 美 元 ，下 降
11%。目前，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和海洋能
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仍仅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

其中，全球太阳能和风能的投资分别为1397亿美元
和1340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太阳能投资国，投资总额
高达912亿美元。随后是美国，投资额为485亿美元，日
本183亿美元，印度154亿美元，澳大利亚95亿美元。

报告认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增速缓慢，全球能
源消费转型停滞，可再生能源目前仍未能进入交通和供
暖等电力以外的领域，可再生能源在较长时期内很难取
代化石燃料。

2018年澳大利亚对太阳能和风能的投资非常积极，
成为全球第五大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国，去年投资近
100 亿美元，人均太阳能发电量位居世界第二。在发电
方面，澳大利亚太阳能占 2.4%、风能占 5.5%。澳政府计
划，到202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去年下降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