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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一些人编造的所谓“债务陷
阱”论，引发非洲各国强烈不满。非洲当
地媒体、官员用事实说话，有力地驳斥了
中非合作“债务陷阱”论。

尼日利亚主流媒体《人民报》《国民
报》等近期刊发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
任奥努奈居文章，驳斥美国及西方编造所
谓的中非合作“债务陷阱”谬论，高度称赞
中非合作助力非洲发展。

文章说，美国一些政客炮制中国在非
洲国家制造“债务陷阱”，遭到非洲国家驳
斥，赞比亚政府更是严词批判该论调“谎
话连篇”。中非合作为非洲突破资金短
缺、基础设施赤字、人力资源不足等发展
瓶颈提供了巨大帮助。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于中非合作实现非洲包容性可持续经
济发展恶语相加，对于中方投资、贸易、贷
款促进非洲经济振兴视而不见。

文章认为，炒作中国贸易、投资、贷款
造成“债务陷阱”，甚至损害非洲国家主
权，是别有用心者捏造的荒谬言论，其目
的是阻止非洲国家获取用于维持经济可
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政治稳定所必

不可少的“资金氧气”。炒作“债务陷阱”
论旨在给非洲国家制造恐慌，其目的也是
为了遏制非洲崛起，因为类似的伎俩也曾
用于遏制中国崛起。谣言散播者过去污
蔑中国是个“空架子”，对非洲合作“口惠
而实不至”，如今这一腔调已转为指责中
国以“债务陷阱”损害非洲国家主权，非洲
对此一定要擦亮眼睛。

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苏克拉尔大使
发表演讲，驳斥西方炒作中国对非合作

“债务陷阱”等不实论调，指出非洲和中国
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非洲人民和其他国
家人民一样都渴望过上美好生活，但实现
美好生活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
支持。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向
非洲提供了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投融资支

持，帮助非洲建设了亚吉铁路、蒙内铁路
等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及其沿线经济走廊，
为非洲国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创造了
必要条件。非中合作平等、互利，中国才
是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最需要、最可
靠的合作伙伴。

苏克拉尔结合亲身经历和所见所
闻，介绍了中南关系发展历史进程和中
国实现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表示南中
友好源远流长，根植于相似的历史遭遇
和共同的发展目标。苏克拉尔表示，只
要去过中国的人，无不对中国在短短 40
年内把一个贫穷国家发展成当今世界瞩
目的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 7 亿多人脱
贫并将于 2020 年底使 14 亿人口全面摆
脱贫困的伟大壮举深感钦佩。苏克拉尔

说，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和经验在于，中
国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坚持执政党强有力的领导，坚持
选贤任能，优先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建
设。所谓中国“窃取”西方技术的指责纯
属无稽之谈，中国在吸收借鉴西方先进
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发展，
在很多高新技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苏克拉尔说，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
实现了自身发展，也愿同非洲等广大发
展中国家分享成功发展经验和成果，真
心实意帮助南非等非洲国家实现自主可
持续发展。苏克拉尔以详实的数据介绍
了中国对非合作成果并表示，中非合作
论坛同欧非合作机制同时诞生，但如今
结果却截然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方
历来“言必信、行必果”，西方国家则是口
惠而实不至。苏克拉尔说，习近平主席
高度重视中南中非合作，已 4 次访问非
洲，3 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2 次同南
非总统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宣
布了中非合作“十大计划”“八大行动”等
一揽子对非合作重大举措，高度契合非
盟《2063 年议程》，有力推动了中非合作
共赢、共同发展，进一步密切了中非命运
和利益共同体。

非洲国家驳斥“债务陷阱”论——

中非合作助力非洲发展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炒作“债务陷阱”论旨在给非洲国家制造恐慌，目的是为了遏制非

洲崛起，不过是故技重施。这些谣言制造者过去污蔑中国是个“空架

子”，对非洲合作“口惠而实不至”，如今又转为指责中国以“债务陷阱”

损害非洲国家主权。非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非合作给非洲人民

带来的好处实实在在，足以击破这些谎言。

本报莫斯科电 记者赖毅报道：中
国铁建日前签署俄罗斯 AFI 办公楼项
目。该项目位于莫斯科市，共两栋办公
楼，分别为20层和13层，总建筑面积约
9.2 万平方米，业主为俄罗斯 AFI 公司，
合同额67亿卢布，约合人民币7.3亿元，
合同工期24个月。

中国驻俄使馆公使李静援表示，当
前中俄两国进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两国贸易额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中国驻俄使馆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在俄
发展业务，更好地服务于两国关系和经
济社会发展。

中国铁建俄罗斯公司董事长蒙涛表
示，中国铁建签署 AFI 集团高端商务办
公楼房建项目，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中国
铁建在房建领域的优势，而且可以进一
步拓展在俄罗斯的市场业务，更好地服
务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AFI公司总经
理马克表示，中国铁建是特大型施工建
设企业，在莫斯科地铁建设中有着优越
表现，这是选择中国铁建作为总承包方
的重要考量。

中国铁建借莫斯科地铁项目在俄罗
斯市场“一战成名”，AFI 办公楼项目的
签约，是中国铁建在俄罗斯签署的第一
个房建项目，将为全领域开拓俄罗斯市
场奠定良好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铁建良好的信誉赢
得了在莫斯科地铁市场滚动发展。2019
年，中国铁建先后中标莫斯科地铁第三
换乘环线东段大盾构、西南段延伸段等
项目，与俄方签署了莫斯科米丘林地铁
站上盖开发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铁建签署在俄

房建总承包项目

本版编辑 禹 洋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作为“明天21”
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阿布扎比目前正着手在一些偏
远地区发展生态旅游业，逐步将阿布扎比打造成“跳岛”
旅游目的地。为此，阿布扎比政府将通过一系列减税、商
业营销优惠政策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吸引私营企业
及投资者参与其中。

距离阿布扎比市区约 90 分钟车程的沿海景点米尔
费已被确定为发展生态旅游的重点地区，阿布扎比还计
划将距市区两小时车程内的私人岛屿发展成新的高端生
态旅游目的地和水上项目乐园，充分利用阿布扎比 215
个私人拥有的岛屿，打造新的“跳岛”旅游目的地。除了
海岛，利瓦沙漠、哈提姆沙漠、苏维汉沙漠都被视作潜在
的旅游市场，并将规划建设新的酒店。目前，已建成的利
瓦沙漠安纳塔拉沙漠度假村最近被评为全球最受社交媒
体欢迎的酒店，成为投资沙漠生态旅游的成功案例。

生态旅游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
而且能够为偏远地区创造经济效益，改善当地民生，提供
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游客需求持
续提升，阿布扎比希望为自身打造生态旅游的新标识，不
仅仅是依靠豪华酒店、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吸引游客。

根据项目规划，7月份至 8月份，政府将接受参与生
态旅游发展计划申请，并于 9 月份对申请开展评估。政
府对审批通过的申请数量没有限制，但要求所有项目必
须在 2022 年 1 月份之前完工。阿布扎比投资办公室将
向参与该项目的企业及投资者提供免租金、免税、管理及
营销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优惠便利条件，在阿以及有意
进入阿联酋市场的开发商、酒店运营商以及个人投资者
都可以申请参与该计划。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巴基斯坦央行日
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在6月末结束的2018/2019财年中，
巴经常账户赤字从上一财年的199亿美元下降至136亿
美元，降幅达31%，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也从上一财
年的6.3%下降至4.8%。其中，今年5月份的单月经常账
户赤字为9.95亿美元，同比下降49.51%。

经常账户赤字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在遏制进口政
策下的贸易逆差下降；二是海外侨汇显著增加，后者在
2018/2019财年上升9.7%，达到218亿美元。

对于表现相对疲软的出口贸易，巴央行行长巴吉尔
表示，受价格下跌影响，巴 2018/2019 财年的货物出口
在价值上未能实现增长，但出口货物量显著增加，其中仅
纺织品出口货物量就增加了约 30%。未来要改善出口
部门的表现，有赖于巴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以及采
取国内改革措施解决出口企业面临的结构性困难。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巴经常账户赤字有望在
2023/2024财年进一步下降到占国内生产总值2%以下，
但这一过程要先经历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继续限制
进口需求，此后随着出口贸易复苏、外国直接投资增加、
侨汇收入持续上升，巴外汇储备将逐步达到能够满足 4
个月进口的健康水平。

日前，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贷款首批9.18亿
美元到账，巴央行外汇储备增加12.9%，达到80亿美元。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首个海产品在线拍卖
平台（TPI）日前启动，这是印尼作为渔业大国推进渔业
现代化的先导项目。

印尼海洋事务统筹部部长鲁胡特表示，通过TPI，海
产品交易将实现无现金化、动态化、实时化，渔民与海产
品市场的信息沟通将更直接、更有效。他说：“依托信号
转换系统和网络，渔民在海上刚捕捞起的鱼，购买方或消
费者无需再通过中间商，可直接通过 TPI在线获取交易
所需信息，并及时完成交易。”

另据鲁胡特介绍，目前TPI交易范围主要覆盖西爪哇
省苏加武眉周边海域，未来将逐步扩大至印尼全境。印尼
海洋经济的潜在年收益预计在 2.5 万亿美元，政府通过
TPI努力实现渔业现代化，对印尼消除贫困意义重大。

巴基斯坦经常账户赤字明显下降

印尼首个海产品在线拍卖平台启动

阿布扎比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位于利瓦沙漠的安纳塔拉沙漠度假村。王俊鹏摄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企业发展
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加坡 6 月份非石油产品出口
跌幅进一步扩大，在5月份同比下降16.3％的基础上，继
续扩大 1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7.3％。6 月
份，电子产品和非电子产品出口皆下滑。

6月份电子产品出口同比下降31.9％，略高于5月份
的 31.6％。这主要由集成电路、个人电脑和磁盘媒体出
口下跌所致。该三项产品出口分别下跌 33％、44.6％和
41.7％。同时，非电子产品出口同比下降12.4％，跌幅大
于5月份的11.1％。其中，非货币黄金、石化产品和药剂
出口下跌最多，分别减少50.2％、16.7％和11.3％。

除美国市场外，新加坡对大部分主要市场的出口皆
下跌。其中，对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和欧盟 28国的出口
下跌幅度最大，分别减少38.2％、15.8％和22.1％。

新加坡6月份非石油产品出口下降

由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主办的“中国文化日”主题活动丰富多彩，除了

开幕式上的舞龙舞狮和腰鼓队表演，还有中国传统书画、茶艺、剪纸、中医、

美食等体验互动展位，堪培拉各大华人社团也奉献了精彩的歌舞表演，吸引

了数千名堪培拉当地民众参加。
上图 当地民众体验手工艺品制作。 （新华社发）
右图 “中国文化日”主题活动开幕式现场。 翁东辉摄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中国文化日中国文化日””人气旺人气旺

日本第25届参议院选举结果出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自
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丢掉了原来在参院控制三分之二席位的有利
地位，但仍稳控半数以上席位，在除修宪以外的其他法案讨论中仍旧
掌握主动权。下一步，执政联盟采取何种措施健全国家财政，稳定养
老、医保、老年照护等社保体制，如何处理对美贸易协定谈判和对韩贸
易摩擦将成为其在经济领域的重点课题。

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

政联盟获得 71 个改选议席，超过半数。

但是，对修改宪法态度积极的“修宪势力”

获得改选议席数为 81个，与 79个非改选

议席合计数仅为160席，未达到能够在参

议院发起修宪动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议

席。这意味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

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丢掉了原来在参

院控制三分之二席位的有利地位，但仍稳

控半数以上席位，在除修宪以外的其他法

案讨论中仍旧掌握主动权。

为助力联合执政，日本政府选前提出

了对贫困家庭发放生活补助、对低收入家

庭的高校生减免学费等措施。安倍在全

国游说中反复强调自己执政以来企业收

入增加，就业人口增加，农产品出口增加，

幼教和老年照护人员工资提高等成绩，但

被在野党和媒体批评为“过分夸大成绩”，

对日本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没有拿出

解决方案。安倍对修宪的重视程度似乎

远高于经济发展。

目前，少子老龄化已经成为制约日本

社会发展的最大课题。日本出生人口连续

4年低于100万人，2018年日本人口净减少

45万人，连续14年减少。由于人均寿命延

长，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化率达到28.1%，

7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20.7%，带来了养老

金、医保等严重的社会负担。目前，社保支

出已占到日本年度财政支出预算的30%，

今后增加趋势也难以改变。如何在应对社

保增加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是日本定期研

究的课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会议每5

年出台一次报告，政府据此调整具体政策。

近年来，该报告的主基调都是降低养

老金标准，压缩财政负担，特别是2004年

多个政党提出的方案是逐步将养老金标

准从现在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60%下调至

50%，引起了社会反感。因此，今年本应在

6月份发布的社保制度改革报告，被政府

推迟到参议院选举之后。预计围绕社保

制度改革，日本各界将面临激烈争论。

从今年10月1日起，日本消费税将从

8%增至 10%，虽然政府出台了向低收入

家庭发放补贴、食品减税等弥补增税打击

的多种措施，但对经济的冲击仍令人担

忧。2014年消费税从5%增至8%，日本经

济因此停滞3年。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对

日本出口的影响开始显现。此时，如何最

大限度地抑制增税对经济景气的影响，是

对日本政府的艰难考验。

此外，如何应对日美经贸谈判和日韩

贸易摩擦，也是考验日本政府的重要挑

战。5 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期间，

日美双方同意，在日本参议院选举后进入

实质性谈判，以避免选举前施压，体现了

美国政府对安倍的支持。但是，谈判延后

也是有代价的，安倍需要加倍偿还人情，

难免在谈判时“拿人手软”。

美国要求增加对日农产品出口，这无

疑将打击日本的农牧业生产，并影响农牧

民对自民党的支持；日本则要求美降低对

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日本提出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的标准对美

开放，这又显然不符合美国要求，日美贸

易协定谈判将面临艰难抉择。

本月以来，日本以国家安全为由限

制对韩出口半导体材料，实质上是对韩

国最高法院判决日企赔偿二战中韩国劳

工案的反制措施，韩国指责日本用贸易

手段解决外交纠纷，并计划诉诸世界贸

易组织(WTO)裁决。同时，韩国半导体

生产下降，又影响日本电子成品生产，口

头主张维护自由贸易的日本政府对邻国

发起贸易制裁，也给日本国家形象造成

了影响。

据选举期间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

众最关心的课题第一是如何维护社会保

障体制，第二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

就业。选举过后，日本政府如何回应国民

关切，有待观察。

日本参院选举落幕 经济仍然面临考验
苏海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