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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加强出口管控

从 7月 4日起，日本开始对向韩国出
口的光刻胶、氟化氢、氟聚酰亚胺三种化
学物质采取管控措施。若有日企想对韩
国出口相关商品，必须经过日本有关部门
审查，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出口。另外，
禁止日企通过经由第三国的方式向韩国
出口相关货品。日本相关部门的审查时
间需要90天左右。

目前，韩国国内产业链和产业类别并
不完善，韩国现有 13 类主要出口产品相
关产业也是韩国经济的支柱。其中，半导
体产业位居韩国支柱产业之首，显示屏也
是支柱产业之一。光刻胶、氟化氢、氟聚
酰亚胺是这两个支柱产业的主要生产原
料。所以，日本相关措施一经公布，立刻
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强烈担忧和反对声音。

对于日本为何采取这一对韩国出口
限制措施，韩国官方认为，韩日贸易摩擦
与两国间关于二战劳工赔偿纠纷有关，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也有相关表态。近
两年，韩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曾出现过
日本军机与韩国军舰对峙局面，并先后围
绕慰安妇问题、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展开了
旷日持久的博弈。韩国经济专家告诉记
者，此次韩日贸易摩擦并非贸易问题，而
是两国关系问题。今后两国关系如何发
展、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如何解决，将直接
影响韩日贸易摩擦的走向。

韩国面临巨大威胁

近来，受半导体供求关系转换、国际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
半导体企业的业绩表现并不理想。韩国
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

近期都面临着销售额和利润缩水压力。
三星电子近日发布的今年二季度业绩报
告显示，销售额同比减少了4.2%，利润同
比锐减了56.3%。

韩国国内之所以对韩日贸易摩擦高
度紧张，是因为日本此举是对韩国威胁极
大的一次精准打击，更是让已经面临压力
的韩国半导体企业雪上加霜。韩国经济
发展依赖从外国进口生产材料，由企业生
产出中间品或成品之后再出口。日本对
出口韩国半导体和显示屏的生产原料加
强管控，就是对韩国两大支柱产业在进口
生产原材料的环节实行封堵。

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光刻胶、氟化氢、
氟聚酰亚胺方面对日依赖程度非常高。
根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韩国光刻胶对日
进口依赖达91.9%，氟聚酰亚胺对日进口
依赖达 93.7%，氟化氢对日进口依赖达
43.9%。而且，由于日本在这三类化学品
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品质也较好，韩企短
期内无法找到替代品。因此，对于韩国来
说，这个威胁已不仅仅是生产原料被封
堵，而是两大支柱产业面临几乎没有生产
原料来源、生产链条断裂、可能被迫停产

的威胁。
另外，让韩国相关企业非常苦恼的

是，当今世界半导体市场竞争激烈，韩国
半导体企业需争分夺秒生产，才能占有一
席之地。退一步讲，就算日本没有对韩国
断供，其审查时长也要耗时90天左右，这
将对韩国相关企业的库存造成威胁，影响
生产节奏，从而严重损害韩国半导体企业
的竞争力。

除了半导体和显示屏，韩国其他支柱
产业也出现了不安情绪。日本对三类化
学品加强对韩出口管控，只是日本打出的
第一张牌。今后韩日贸易摩擦会否加剧、
日本对韩出口限制会否增多等问题，备受
韩国业界关注。由于汽车、化工等也是韩
国的支柱产业，韩国车企和化工企业在汽
车动力系统配件、车载智能系统配件、电
动汽车电池生产原料、其他化学原料方面
也对日本具有较高依赖度。

从宏观层面来看，韩国经济近十年发
展状况持续不佳，经济难题和社会问题大
量积累，且没有缓和迹象。去年和今年，
韩国国内机构和国际机构多次下调了
GDP 增速预期。近一年来，韩国经济发

展不尽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口不
力。韩国出口货品中，半导体占比最大，
半导体出口表现不佳拖累出口数据。韩
国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出口额分
别同比下降了 8.5%和 8.4%。其中，今年
6 月份的出口额就同比下降了 13.5%，半
导体和显示屏出口额则分别同比减少了
25.5%和18.5%。此次韩日贸易摩擦使得
韩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面临重大考验。

另外，韩国虽是半导体强国，但半导
体产业严重“偏科”，几十年都朝芯片类半
导体“一边倒”的发展态势，在非存储半导
体发展方面相对薄弱。今年韩国提出了

“系统芯片产业愿景和战略”，力求芯片与
非存储半导体共同发展。韩日贸易摩擦
对韩国半导体产业造成的威胁也可能会
影响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划。

摩擦影响不断发酵

韩日贸易摩擦并不只给韩国带来损
失。首先，日本对韩出口三类化学品的公
司也将会蒙受一定损失。其次，如果韩国
半导体和显示屏企业的生产受到影响，那
么韩国对日本的相关产品供给也会出现
问题。韩国《每日经济》报道称，三星电子
和 SK 海力士去年对日半导体出口额分
别达 7 兆韩元、1.841 兆韩元，LG dis-
play 去年对日显示屏出口额达到 2.3886
兆韩元。而且如果韩国半导体和显示屏
生产无法得到保障，会给其外国合作企业
带来负面影响。此外，韩国媒体还普遍关
注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束之后的韩日贸易
摩擦走向。

当 下 ，韩 国 政 府 采 取 多 项 应 对 措
施。首先，韩国多个政府部门密集发
声，阐述韩方立场。其次，致力于通过
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由于韩日贸易摩擦
发酵将对韩国影响巨大，且韩日贸易摩
擦走向今后仍存变数，所以通过对话解
决问题成为韩国政府的首选。韩国总统
府近日表态称，为使日方撤回制裁措
施，将积极探索外交应对方案。再次，
韩国政府加强与主要企业的沟通。例
如，7 月 7 日，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
政部长官洪楠基和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尚
祚与部分韩国财团负责人座谈并商讨对
策。7 月 10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与韩
国主要企业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最后，
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但
是洪楠基称：“要待申诉结果出炉，耗时
长久，因此申诉不是唯一之计。”

另外，据《韩民族日报》等多家韩媒报
道，韩国民间也出现了抵制日货现象，包
括张贴告示并列举抵制品牌、个别超市暂
停销售日本商品、群众取消赴日旅游计划
等。但截至目前，韩国国内消费市场总体
平稳，尚未出现日货销量大幅下滑的相关
数据。首尔某便利店店员告诉记者称，日
本食品和酒水目前销售状况良好，店内也
有相关促销活动。

两国关系恶化 经贸摩擦不断发酵

日本出口管控措施直击韩国支柱产业要害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津巴布韦政府日前发布 2019 年第
142号法令，宣布即日起废除该国十年的
多货币体系，不再允许美元等外币在境内
流通。法令同时规定，津巴布韦唯一法定
货币是尚未发行的新津元。在新津元发
行前，债券货币是唯一的流通货币，且与
新津元等值。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市
场带来了巨大震动。

津巴布韦在2009年经历恶性通货膨
胀后弃用了本国货币津元，转为流通美元
等外币。由于经济低迷和贸易收支恶化，
外币在津巴布韦长期面临供应短缺。为
此，津央行于2016年11月开始发行与美
元等值的债券货币，以保持市场流动性。

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和债券货币的
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开始出现较大差距，
导致物价大幅上涨。今年2月，津巴布韦
央行开始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美元与债券
货币间的汇率，不再将两者官方汇率锁定
在1比1。

分析认为，津巴布韦政府此举一方
面是为了掌握本国货币政策主导权，另
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为安抚民
众情绪，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在法
令出台后亲自作出解释。姆南加古瓦
称，让外币退出流通、恢复本币的时机
已经成熟，津将在今年内或明年一季度

推出新津元，以结束该国十年没有主权
货币的局面。要想使经济实现腾飞，津
巴布韦需要拥有自己的货币。虽然多货
币体制有助于稳定经济，但这使政府无
法掌控货币政策。姆南加古瓦说，美元
定价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当大多数人的
收入是本地货币，但商品却以美元计价
时，其结果必然是双重经济。对于能够
获取美元的人来说，价格稳定且合理；
对大部分没有外汇来源的人来说，他们
不得不面临不切实际的高生活成本。这
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避免社会出现大的恐慌。法令
显示，目前在津境内银行开设的美元等外
汇账户不受影响，可以继续取款、转账或
向外国汇款。此外，在航空公司购买国际
机票也可使用美元等外币支付，关税也将
继续以外币形式收取。

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非政府组织、大使馆和其他外国组织

不会受到影响，可以继续支付外币工资。
津巴布韦储备银行行长曼古迪亚重申，公
司和个人仍然可以提取外汇货币账户中
的资金。此外，津巴布韦旅游局向所有游
客保证，取消多种货币体系不会对他们产
生任何影响，津巴布韦仍然可以接受任何
可自由兑换的外币。

津巴布韦社会各界对津元回归表达
了不同看法。有经济学家指出，主权货币
流通需具备包括低于 5%的预算赤字、一
定规模的贸易顺差以及至少 6 个月内可
用于进口的资金等基本要素。但是，目前
津巴布韦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仓促
推出货币新政，市场将对津巴布韦元产生
担忧，零售商将从货架上撤货，造成人为
货品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与此同
时，市场若拒绝津巴布韦元，政府也无法
在当地强制使用津巴布韦元。为了提高
公务员的工资和偿还日常债务，政府可能
开动印钞机，加大货币供应，最终导致恶

性通胀。
津巴布韦零售商联合会认为，津元回

归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敦促其成
员企业积极响应新政策。该联合会主席
穆塔舒表示，津巴布韦必须采取行动支持
本币，并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保持
独立性。该组织完全接受本币，并支持为
稳定银行间外汇市场采取相关措施。穆
塔舒认为，由于黑市外汇膨胀导致价格扭
曲，已经使一些津巴布韦民众不堪重负，
逐步走向贫困的深渊。

市场调查则显示，津巴布韦主要连锁
超市已开始实施新政策，以债券货币销售
产品。部分商店不再接受顾客以外币支
付。一些出售基本消费品的商铺、药店和
服装店也遵守这一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津巴布韦国别
代表帕特里克·伊曼表示，该组织充分理
解津巴布韦政府重启津元的决定。帕特
里克称，该组织对政府实施并承诺继续推
行财政与货币紧缩政策表示欢迎。

为弥补因禁用外汇后市场货币流通
缺口，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将额外发行4亿
津元的债券票据和硬币。储备银行行长
曼古迪亚称，津巴布韦经济大约需要 15
亿津元现金，目前只有 6亿津元至 8亿津
元的债券票据，还不足以满足公众交易。
这正是储备银行额外发行 4 亿津元的债
券票据和硬币的原因。曼古迪亚强调，储
备银行会控制货币的发行总量，不会因货
币超发导致新的通货膨胀。

禁止外币流通 重新发行本币

津巴布韦将收复货币政策主导权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津巴布韦政府日前宣布，将废除该国现行的多货币体系，重新发

行新津元，以结束该国十年没有主权货币的局面。分析认为，津巴布

韦政府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掌握本国货币政策主导权，另一方面是为了

控制通货膨胀。

7月初，日本政府宣布将在

半导体和显示屏生产原料方面

针对韩国加强出口管控。4日，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采取相关管

控措施。此举立即在韩国政

府、商界、媒体及民间舆论中引

起巨大震动。目前贸易摩擦影

响不断发酵，通过对话解决问

题成为韩国政府的首选。

据新华社尼亚美7月7日电 非洲联盟非洲大陆自
由贸易区特别峰会 7 日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开幕，会议
将正式宣布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

非盟轮值主席、埃及总统塞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非洲
大陆自贸区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之一。自贸区建设

“需要非盟各成员国间加强对话，保证各国间经济互补
性，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尼日尔总统伊素福在开幕式上说，“建设非洲大陆自
贸区是非盟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大事”，自贸区的发展将

“进一步激发非洲大陆经济潜力，促进资源开发，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致辞中宣布尼日利亚、贝宁
两国正式签署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已于 5 月 30 日正式生效。截
至目前，非盟 55 个成员中，除厄立特里亚外，54 个成员
已签署协议，其中27个成员按本国相关法律程序批准协
议后向非盟委员会递交了协议批准书。

2015 年 6 月，非盟成员国启动非洲大陆自贸区谈
判。非盟希望通过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设，降低关税、消
除贸易壁垒，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实现商品、服
务、资金和人员在域内的自由流动，将非洲各经济体汇集
成单一的大市场。

非 洲 大 陆 自 贸 区 成 立
致力打通非洲内部贸易

本版编辑 徐 胥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越南统计总局近日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19 年 二 季 度 越 南 GDP 同 比 增 长
6.71%，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达 6.76%。尽管低于 2018
年同期7.05%的增长水平，但仍为2011年以来增长率第
二高位。

今年上半年，越南农业遇到不少困难，非洲猪瘟蔓延
至全国 61 个省市（共 63 个省市），种植业也受到了干旱
影响。不过，渔业增长势头良好，拉动整个农林渔业增长
2.39％。工业和建筑业增长率为 9.13％，高于预期的
8.88％，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增长达 11.18％，继续成为越
南经济增长的主要亮点。服务业增长 6.89％，其中零售
业、金融业、酒店餐饮业和物流业增长较快。

越南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维持在
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CPI上涨2.64％，为3年来最低水
平。统计显示，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投资总额同比增长了
10.3％，相当于 GDP 的 33.1％，其中非国有投资约占
43.6％，增幅为16.4％。

目前，越南国内企业活跃度有所上升，今年上半年新
成立企业近 6.7万家，创 5年来新高。此外，复工复产企
业数量为 2.16 万家，同比增长 31.4%。今年二季度越南
加工和制造业企业经营趋势考察结果显示，45.2%的企
业认为二季度生产经营情况比上季度要好，38.3%的企
业认为生产经营情况保持稳定，16.5%的企业评价面临
困难。

据越南计划投资部估计，如无意外，越南 2019年全
年 GDP 增速有望达到约 6.8％，越南财政部认为 CPI 增
幅可以维持在3.3%至3.9%。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越南经济形势报告也比较乐
观。世行认为，今年以来受外部不利因素影响，越南经济
活动有所降温，但仍保持了增长势头，前景依然乐观。世
行建议，为应对世界经济、贸易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影响，越南今后应继续加强结构调整，提高出口竞争力，
通过各项自贸协定加快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越南上半年GDP增长6.76%
加工制造业成亮点

2019 年环法自行车赛在布鲁塞尔开赛。图为比赛

现场。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摄

环法自行车赛在布鲁塞尔开赛

本报布里斯班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2019亚太城市
峰会暨市长论坛 7 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开幕，为期 4
天的峰会及论坛活动吸引亚太地区近百名市长及 1300
余名代表参加。本届峰会的主题为“商业和创新驱动城
市发展”，嘉宾们围绕“城市创新性”“城市流动性”“城市
宜居性”及“城市可持续性”4个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

布里斯班市市长艾德里安·施里纳表示，目前全球各
城市发展均面临着人口增长、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
市病”难题。亚太地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发展速度
最快的地区。亚太城市峰会暨市长论坛致力于推动澳大
利亚与亚太地区创新、城市合作和经济增长。本届峰会
将重点关注通过商业和创新推动城市发展，应对发展挑
战，打造更好的城市面貌。

亚太城市峰会暨市长论坛成立于 1996 年，旨在建
立亚太地区城市网络和新的商业关系，改进城市解决
方案，整合知识经济，推动科技应用，创建管理有序
的宜居城市。峰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秘书处设在布里
斯班。

2019 年亚太城市峰会举行
聚焦商业和创新驱动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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