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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
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抵达北
京，正式开启对中国为期 3 天的国事访
问。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博士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穆罕
默德王储的访问意义重大，标志着两国
关系进一步提升，继往开来的中阿友谊
迈向新时代。

阿里·扎希里表示，此次国事访问是
穆罕默德王储第 4 次访问中国，在时间
节点上具有纪念意义。2018 年 7 月份，
习近平主席访问阿联酋取得历史性成
果，中阿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
隔一年后，穆罕默德王储应邀到访中国，
再次与习近平主席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
系面对面交流。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在
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阿打下的坚实基础
上，穆罕默德王储此访将会给中阿合作注
入新动力。

中阿友谊源远流长。1984 年，扎耶
德总统与周恩来总理互致电报，正式建立
两国外交关系，开启了中阿友谊发展的大

门。阿里·扎希里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阿建交 35 周年，具有承
前启后的特殊意义。当下，在庆祝中阿建
交35周年之际，两国关系也进入了历史
上的最好阶段。目前，中阿关系健康、快
速发展。双方在能源、教育、医疗卫生、人
工智能、基础设施、制造业、文化旅游等各
方面广泛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商贸合
作伙伴，两国间每年的贸易额约为600亿
美元，这一数字有望很快突破 700 亿
美元。

作为60%中国产品出口中东北非地
区的门户，阿联酋目前约有4200家中国
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超过30万中国

人在此工作生活。中国是阿联酋第二大
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在过去 5 年翻了
一番。

阿里·扎希里认为，在全球经济缓慢
增长的情况下，中阿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
速，令人鼓舞。未来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彼
此发展战略对接，努力实现2030年双边
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打造好
哈利法港二期集装箱码头和中阿产能合
作示范园示范项目，巩固和扩大能源领域
长期、稳定、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随着民间交流增多，两国民众进一
步加深了彼此了解。受惠于两国间互免
签证政策，2018 年有超过 110 万中国游
客到访阿联酋，每周有超过 150 个商业

航班往返于两国间的不同城市，这些数
字仍在不断增长。除了旅游，“汉语热”
在阿也是热度不减，中国已在阿布扎比
和迪拜设立了两所孔子学院，穆罕默德
王储提出，在阿 200 所学校开设汉语
课程。

阿里·扎希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将对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世界经济增长
作出重要贡献，阿联酋愿积极参与其中并
发挥更大作用，积极探讨同中方开展第三
方市场合作。阿方愿扩大对华投资、能源
供应和贸易规模，加强金融、航空、人文等
领域交流合作，在科技领域支持同中国公
司开展合作。

目前，中国企业已经积极参与阿铁
路、机场、港口、道路、通信等领域建设，为
阿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和本地
区互联互通贡献力量。总额100亿美元
的中阿共同投资基金运转顺畅，成为两国
深化务实合作的新亮点。

“穆罕默德王储到访北京激动人心，
中阿关系在习近平主席访阿一年后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此次穆罕默德王储的
访问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
阿友谊将开创合作共赢新时代。”阿里·扎
希里说。

开创中阿合作共赢新时代
——访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王俊鹏

近年来，中阿关系健康、快速发展，双方在能源、教育、医疗卫生、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制造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广泛合作，取得了一系

列丰硕成果。穆罕默德王储此次访华意义重大，标志着两国关系进一

步提升，继往开来的中阿友谊迈向新时代。

近日，澳大利亚参众两院批准了联邦
政府提出的总额1580亿澳元个人所得税
减免计划。该税改方案将分三阶段在10
年里完成，第一阶段是中低收入家庭可以
立即领取1080澳元的退税；第二阶段是从
2022年7月1日开始，32.5%个人边际税率
起征点从9万澳元提高到12万澳元；第三
阶段是从2025年开始取消37%的税率等
级，并将32.5%税率降至30%。据悉，在减
税方案推出一周后，已经有超过200万澳
大利亚人获得了退税。单收入家庭在提
交2018年至2019年纳税申报表后，即可
获得1080澳元的所得税减免，双收入家庭
最高可获得2160澳元所得税减免。

澳政府推出新税法，旨在通过减免个
人所得税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进而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澳财长弗莱登柏格
表示，新措施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
税收体系，并改善对辛勤劳动者的激励体
制。澳工商企业界纷纷表态支持联邦政

府的减税新政。
澳大利亚工商业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詹尼弗认为，减税是确保澳大利亚经济更
快增长的关键一步，她呼吁澳政府继续降
低企业税。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普兰
克表示，减税措施将直接提振消费，并帮
助零售商渡过难关，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
增长将加快。新数据显示，零售业仍然低
迷，减税政策将为超过 1000 万人口带来
经济补助，有可能带动消费增长。

尽管减税政策受到普遍欢迎，但对经
济的提振作用不会立竿见影。同时，大幅
减税计划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据
评估，澳政府在 2030 年之前每年需要削

减大约400亿澳元开支，以支撑其减税政
策。随着政府大幅缩减支出，健康、社会
保障和福利开支将首当其冲。特别是在
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将
变得更加困难。

澳大利亚经济已经连续 28 年保持
正增长，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乏
力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给严重依赖
对外出口的澳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今
年上半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率明显低
于预期，同时失业率上升到5.2%，澳普通
家庭收入提高更是长期滞后，消费者信
心低落。

根据西太平洋—墨尔本研究所发布

的最新数据，澳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两
年来低点。7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
4.1%，对未来一年经济的预期已降至4年
来最低水平，对未来5年经济的预期也下
降了 6.7%。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澳下调
了个人所得税率，而且央行降息后抵押贷
款成本更低，但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和
就业状况越来越担心。

有分析指出，澳大利亚央行连续两个
月将利率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联邦
政府推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再
加上减免个人所得税提振消费市场，这三
大举措目的在于防止澳经济陷入衰退。
目前，澳经济保持着良好状态，特别是大
宗商品出口获利颇丰，联邦政府财政收入
略有盈余，房地产市场信心开始恢复，悉
尼和墨尔本房价企稳。但是，市场似乎已
经提前消化了这些利好，消费者对未来预
期并未因此好转。

从调查数据看，从宽松政策中受益最
多的群体信心反而下降。其中，抵押贷款
持有者的信心下降 3.3%，中等收入者的
信心下降 5.5%。除了消费者信心不足，
澳失业率居高不下问题也将越来越严重。

澳大利亚减税效应难言乐观
翁东辉

澳政府推出新税法，旨在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促进消费，刺激经

济增长，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尽管减税政策受到普遍欢迎，但其对经

济的提振作用不会立竿见影,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和就业状况依旧

非常担心。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高攀 邓仙来） 美国马
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伊丽莎白·沃伦
警告说，美国经济可能于今明两年陷入新一轮衰退。她
敦促美国国会和监管机构迅速采取行动、防范经济衰退
风险。

沃伦当天在美国“媒介”网站撰文说，当前美国经济
复苏并不稳定，面临一系列潜在冲击：家庭债务和企业债
务高企、制造业生产连续两个季度下滑、贸易战已伤害美
国企业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等。

她还引用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今年2月份发布的
一项调查称，约四分之三受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将
于2021年年底前陷入衰退。她呼吁美国国会和监管机
构在经济衰退令美国家庭失去住房、就业和储蓄之前迅
速采取行动。

对此，沃伦提出的政策方案包括通过提高最低时薪、
降低租房成本、减免学生贷款等措施减少美国家庭债务；
监督和减少美国企业杠杆贷款；大力投资绿色制造计划、
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等。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日前推出“企业扩展
计划”，协助具有潜力的高增长企业实现
加速扩展，并在各自领域与全球最优秀
企业竞争。

目前，新加坡拥有大小企业逾20万
家，按照企业规模、营业收入、税收利润、
提供就业和创新能力等指标，大致分为
顶尖、核心和基础水平三个层次。

“企业扩展计划”主要聚焦于高增长
有活力的核心企业，即那些居于中间位
置、年度营收规模在千万新元至上亿新
元不等的小型或中型企业，目标是确保
新加坡企业在地区或世界范围内具有持
久竞争力，为新加坡公民创造更多和更
好的工作机会。

据悉，新加坡“企业扩展计划”将按
照企业所处层次水平，分别推进和实
施。针对处于基础水平的逾 10 万家企
业，政府将采取诸多措施协助企业增长、
发展和生存，包括减免税收、帮助企业取
得新设备或培训员工等；针对处于核心
水平的企业，政府将提供更多资源协助
企业壮大，使企业提升发展潜力、加快国
际化步伐，进而在本地区或世界范围内
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为国民创造更好更
多的就业机会；针对处于正在与世界最
优秀企业竞争的顶尖企业，主要是对比
全球最好企业，学习借鉴、找差距补短
板，提升竞争优势，保持领先地位。

新加坡“企业扩展计划”为期两年
半，分期分批筛选企业参与，企业发展局
将资助其中七成的费用。普华永道和麦
肯锡是该计划的主要合作伙伴。

新加坡政府推出

“企业扩展计划”

本版编辑 禹 洋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警告

美国经济存在衰退风险

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张家伟） 英国政府22日
公布了一份电信行业供应链评估报告，其中涉及5G以及
光纤网络的建设，建议采取一系列新措施，推动“电信供
应链多元化”。中国华为公司表示，该报告使其有信心继
续与运营商合作，在英国部署5G网络。

报告指出，当前英国电信供应链还不够多元化，并建
议加强相关的网络安全监管。报告建议采取一些新措
施，其中包括电信运营商未来需要根据新的标准来设计
和管理各自的通信网络，并且他们的采购以及合约管理
流程也需要接受严格的监管；运营商还需要与设备供应
商更紧密合作，以确保设备、系统和软件都经过有保障的
测试；政府将修订相关条例并计划赋予英国电信局更大
的监管权力。

华为高级副总裁张建岗当天在提供的声明中说，英
国政府的电信行业供应链评估报告“让我们有信心继续
与运营商合作，在英国部署5G网络；报告结论将进一步
推动英国5G和全光纤宽带网络的发展；同时，我们赞同
英国政府维护‘电信供应链多元化’的承诺，通过立法加
强对电信行业的安全要求”。目前，英国运营商EE、沃达
丰已在该国多个城市开通5G服务，都使用了华为设备。

英国推动“电信供应链多元化”

华为有信心拓展英国市场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巴基斯坦经
济协调委员会根据海事部关于发展本国航运业的政策报
告，决定将对航运公司在本国注册且悬挂巴基斯坦国旗
的货轮提供政策激励和保护措施，尤其是鼓励私人投资
航运领域。

出台该政策的原因是巴自身航运能力与本国需求有
巨大缺口，目的是为了鼓励私人投资航运业，扩大巴本国
货运船队规模。巴每年航运进出口货物价值总额约40
亿美元至50亿美元，但巴基斯坦国家航运公司每年运力
不足其10%。私人资本对航运业投资十分有限。

据悉，鼓励政策的具体措施包括向私营航运公司提
供税收优惠，运营前5年内按照0.75美元每注册吨位纳
税，不仅低于国家航运公司1美元每注册吨位的水平，而
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较强的竞争力。此外，凡是注册在
巴基斯坦国籍下的船只均享受免税进口待遇。海事部预
计，国际航运市场有望在明年年初迎来复苏，巴政府有关
措施正当其时，通过提供具有竞争力并且稳定的政策环
境，将有效吸引更多私人资本进入巴航运业。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房产中介机构世邦魏
理仕近日发布报告称，柬埔寨首都金边公寓市场供应正从
中高端向经济型转型。报告显示，2019年二季度，柬埔寨
建筑业批准投资金额逾31亿美元，同比上涨86.2%。上
半年投资总额约为48亿美元，同比上涨118%。二季度批
准项目总数达到1008个，同比增加31.6%。

数据显示，金边二季度共有5个公寓项目1393个单
元竣工，其中72%为高端公寓。9个项目5853个单元于
二季度动工，环比增加281.5%，其中约一半为经济型公
寓。各类公寓均价均有小幅波动。其中，中高端公寓售
价约为 2568 美元/平方米和 3254 美元/平方米，经济型
公寓均价为1501美元/平方米。

同时，二季度写字楼供应量微跌，总出租面积约35.9
万平方米，租住率由一季度的85.9%微涨至86.5%，各区
各类写字楼租金小幅波动。酒店式公寓供应量大幅增
加，预计到年底，单元数可达到2990个。不同类型公寓
租金跨度较大，其中顶层公寓的租金可达 4000 美元至
9000美元/月不等。

鼓励私人投资

巴基斯坦出台航运业新政

世邦魏理仕发布报告

金边经济型公寓渐成主流

金边新建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陆 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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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家长

陪小朋友玩水。

图② 充气

玩具和水枪是小

朋友的最爱。

图③ 市民

自带地垫、食品，

在河边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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