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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日前投票决定，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0.75％，同时维持100亿英镑非金融投资
级公司债券购买规模不变，维持对英国政
府债券4350亿英镑的购买规模不变。分
析人士认为，此前货币政策委员会“鹰派”
成员米歇尔·桑德斯和英格兰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安迪·海徳纳等向市场释放了加息
信号，这主要是基于对英国就业市场趋
紧、平均工资上涨和脱欧后国内需求增长
快于供给恢复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上涨
的判断。但是，货币委员会最终还是作出
了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这表明对英国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占据了上风。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对英国经济
的影响加大。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2019
年一季度世界商品贸易增长仍然为负，全
球投资增长进一步减弱。此外，全球避险

情绪上升，部分原因是对中美贸易战升级
的担忧加剧。风险厌恶情绪蔓延导致主
要经济体的远期利率进一步大幅下降。
同时，发达经济体股价也出现了下跌，这
主要是风险溢价增加所致。由于政府债
券收益率下降，使得风险溢价被进一步放
大。除全球因素外，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
增加造成英镑有效汇率下降。与此同时，
英国银行的远期市场利率也明显下降。

数据显示，英国经济下滑幅度加大。
虽然2019年一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了0.5％，这一超预期增长主要来自于
部分英国和欧盟企业在原定脱欧截止日

期前的存货投资的推动，但随后的月度数
据显示，英国GDP增长出现大幅下滑，4
月份下降0.4％，这一下降主要由制造业
疲软所致。服务业产出增长也不稳定，尤
其是商业服务和金融业，目前尚不清楚这
一状态将会持续多久。

企业投资信心依然受到脱欧影响。
英格兰银行报告称，在欧盟推迟脱欧截止
日期后，很少有公司愿意重新启动投资计
划。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约有四分之三
认为目前的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没有出现
变化；大约十分之一的企业认为无协议脱
欧风险有所增加；只有大约 20％的企业

表示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将在今年年底前
得到大幅度缓解。

分析认为，未来英国经济增长前景仍
然取决于脱欧前景。货币政策委员会认
为，2019年的GDP实际增长预计将略低
于潜在增长水平，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
疲弱和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5 月份通
胀率为 2.0％，年内可能会跌破 2％的目
标，主要由近期能源价格下跌所致。未来
通胀水平上升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内需
求增长带动，劳动力市场依然趋紧也将提
升未来的通胀水平。

英格兰银行表示，英国经济增长将继
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脱欧方式（无协议
或有协议）和具体时间（10 月 31 日脱欧
或继续延期），特别是欧盟与英国之间的
新贸易安排能否实现，以及贸易安排的全
面性如何；向新协议过渡是否平顺；家庭、
企业和金融市场如何应对脱欧产生的变
数。在首相更迭后“无协议”脱欧风险上
升的情况下，英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进
一步增加。

内外因素困扰 下行压力加大

英格兰银行维持政策利率不变
本报驻伦敦记者 马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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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圣彼得堡日
前欢庆一年一度的“红帆
节”，庆祝中学生们毕业，
走向人生新起点。“红帆
节”得名于俄罗斯作家格
林创作于 1923 年的作品

《红帆》，讲述了一个富有
传奇色彩的浪漫爱情故
事，鼓励人们对生活充满
希望，用自己的双手以及
真 诚 和 信 念 去 创 造 奇
迹。图为人们在圣彼得
堡冬宫前的广场上欢庆

“红帆节”。
（新华社发）

圣彼得堡庆祝
红帆节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关晋勇报道：中建美国长岛铁
路新线工程首座铁路桥——Cherry Lane 铁路桥日前
完成旧桥拆除和新桥安装工作。新桥的落成标志着该设
计建造项目实现了第一个里程碑。

新建的铁路桥为单跨三线钢结构桥，设计使用寿命
100年。由于长岛往返纽约市的火车超过40%要经过该
段主干线，为了保障市民工作日正常通勤，中建美国需要
在周末48小时局部停运“窗口期”内完成包括旧桥拆除、
新桥架设、道砟、轨道铺设以及信号、控制系统设置等工
作，任务十分艰巨。项目团队坚守现场，连夜完成铁路桥
的并轨通车工作，在美国纽约复制了北京三元桥换梁时
的“中国速度”。

作为纽约60亿美元长岛投资计划最重要的一环，该
工程是纽约大都会捷运局（MTA）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
单体合同项目。中建美国公司联营体于2017年12月13
日以18亿美元中标该项目。项目合同主要包括新建约
16 公里长的第三条铁路轨道及完成沿线电力设备、设
施、通信、信号系统和给排水等公共基础设施改扩建
工程。

该项目属于长岛铁路系统中从纽约皇后区 Floral
Park到纽约长岛Hicksville段改扩建工程，施工内容

涵盖将7个铁路与地方道路平面交叉改造为立体交叉；
沿线建立或改造挡土墙、隔音墙；改扩建既有7个车站站
台、站房、停车楼及其他相关残障设施；建设新的带电梯
过街天桥等。

项目建成后将通过增强交通的灵活度和可靠度大幅
度提升长岛铁路通勤服务质量，并将有效促进纽约长岛
地区的经济发展。

完成首个桥梁安装

中建长岛项目展示“中国速度”

据新华社柏林电 （记者朱晟 李萌） 德国伊弗经
济研究所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德国商业景气指
数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从5月份的97.9点降至97.4点，为
2014年11月份以来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当月德国商业景气指数各项指标中，制造
业指数、服务业指数和建筑业指数均出现下滑，仅贸易指
数有所上升。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表示，德国企
业的悲观情绪不断上升，德国经济正走向低迷。

伊弗商业景气指数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风向
标，对观察德国经济形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前，多家德国经济研究所下调了2019年德国经济增
长预期。今年一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仅增长
0.4％。2018年下半年开始，德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

跌至2014年11月份以来最低水平

德商业景气指数连续3个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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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政府
计划推出“千禧一代住房项目”，助力超
过8100万青年获得保障性住房。

据印尼工程和住房部最新消息，在
此前“百万套住房计划”的基础上，印尼
政府计划针对千禧一代推出保障性住房
项目。该部住房事务总司长阿布都表
示，该项目重点扶持三类人群：25 岁至
29 岁且正在找工作的人、30 岁至 35 岁
且已有工作和家庭的人、35岁以上且有
较高收入的人。第一类人重点保障交通
便利的廉租房；第二类人重点保障36平
方米以下的两居室；第三类人的保障水
平更高且更灵活。

据了解，为响应上述计划，印尼首都
雅加达特区政府针对月收入在280美元
至500美元间的青年群体，在市中心商
业繁华地带率先推出524套廉租公寓，
每套公寓的月租金约110美元，公寓还
配有托儿所、卫生所、银行等配套设施。
有资格的租户将于今年8月份入住。

印尼助青年人获保障性住房

总投资500亿元的青岛东方影都竣工落成；双星全球
首个商用车胎工业4.0智能工厂投产；正大制药（青岛）有
限公司生产线投产，打造蓝色药库创新基地；亚马尔核心模
块成功交付北极……

一个个项目在这里落地生根，一项项创新成果从这里
走向世界，一张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宏伟蓝图徐徐打
开。五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以项目引领，不断提速增效，
高速增长，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的发展答卷。

深耕海洋 走向世界

担当海洋强国战略支点，是国家赋予青岛西海岸新区
的历史使命。

西海岸新区持续集中力量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
率先成立了海洋工委，提出了“三个向海经济”举措，推动海
洋传统产业走向远海、海洋新兴产业走向深海、海洋服务业
走向陆海统筹。

世界上领先的深海养殖设备——全自动深海半潜式“智
能渔场”交付；世界大型散货船——新一代超大型40万吨矿
砂船顺利出坞；我国自主集成的世界“海上石油工厂”——

“FPSO P67”交付启运巴西……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仅从
海西湾走出去、达到世界规模的船舶海工重器就有十几项。

海洋科研蓬勃发展，从有到优。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正在
建设全球领先的国家海洋基因库,打造国际海洋生命大数据
中心,逐步实现全球数十万种已知海洋生物物种生命数字化。
目前,研究院已牵头成立了国际海洋基因组学联盟,与国内外
60余家科研院所共同开展了120余项科研合作。

在马来西亚吉打州，一家来自新区的民营企业——鲁
海丰，正致力于建设占地25平方公里，集渔业商业码头、交
易市场、冷藏基地、水产品加工基地、补给整备基地、配套商
业行政办公、住宿培训休闲服务等于一体的国际化远洋渔
业基地。

依托总投资130亿元的中国北方（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
中心和冷链物流基地项目，鲁海丰将以西海岸新区为中心，向
南绕过马六甲海峡，抵达蓝色的印度洋，再以毛里求斯为前沿，

与多国开展合作。待到渔船满载而归之时，则以马来西亚为枢
纽，经过中转运回到青岛加工，然后销往世界各地。

五年来，西海岸新区海洋生产总值从491亿元增长到
1182 亿元，占青岛市的 35.5%、占山东省的 7.4%、占全国
的1.4%。

项目驱动 开放一流

随着新区建设步伐加速，一大批新能源、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项目落户新区。

“大咖级”项目呈井喷式增长。庞巴迪、永旺、高盛、马士
基、西门子、蒂森克虏伯、拜耳等世界500强外资企业纷纷
落户、增资扩产。目前，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累计226
个，重点项目用地面积和开工、竣工面积连续多年占到青岛
市一半左右。

对外投资合作蓬勃发展。双星集团 6.5 亿美元成功增
资韩国锦湖轮胎，利群集团 2.2 亿美元成功并购韩国乐
天（香港）控股公司……不仅如此，海信南非产业园、赛
轮越南轮胎基地等重大科技产业项目纷纷落地，实现了
资源有效配置，拉动了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效果显著。海尔滚筒洗衣机智造基
地、上汽通用五菱新能源汽车等一批项目投产，实现了传统
产业“腾笼换鸟”“老树发新枝”；芯恩集成电路项目启动建
设，台玻导电玻璃转型投产，打破了山东制造业“缺芯少面”
的局面。

新兴业态成功跻身世界前列。作为入选2018世界经济
论坛发布的首批世界“灯塔工厂”，COSMOPlat 平台聚集
3.3亿用户，390多万家生态资源，连接各类设备智能终端
2600多万台，为4.2万家企业提供了数据和增值服务，已成
为与美国GEPredix、德国西门子Mindsphere齐名的全球
知名工业互联网平台代表。

五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累计引进产业项目 1470 余
个、总投资1.27万亿元，其中百亿级大项目40个、500亿级
大项目6个，重点项目用地面积和开工、竣工面积连续多年
占到青岛市一半左右。

双招双引 量质齐升

将“双招双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战场”，青岛西
海岸新区在山东省率先创新“双招双引”联动工作机制，不
断积聚高端产业，优化人才生态。

在19个国家新区中率先成立招才中心、招商中心，整合工
作职能、实现“握指成拳”；出台“梧桐树”新政20条……一系列

“组合拳”打出，“双招双引”成为西海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精准招商补短板。作为国内率先启动的CIDM集成电路

项目，芯恩集成电路制造项目将国际先进的共享共有式的CIDM
模式率先引进中国，将在青岛打造从芯片研发、设计、制造到应
用的全产业链，彻底打破山东制造业“缺芯少面”的局面。

广拓渠道揽英才。依托美国硅谷、日本东京、德国法兰克福
等9家海外引才工作站和北京、上海、西安3家国内引才工作站，
西海岸新区拓展全球引才网络，不断聚焦各类精英。目前，累计
引进院士52人，引进各类人才5.4万人，总量达53万人。

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青岛西海岸新区抢抓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存量变
革、增量崛起、特色壮大，持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
断迸发新活力。 （数据来源：青岛西海岸新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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