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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协商
长达7年的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定（CE-
TA），并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欧加
自贸协定于 2017 年获欧洲议会批准，并
进入欧盟成员国与地区级别议会逐个审
议阶段，目前已有 14 个国家通过了该法
案。但是，受法国国内农业与环保领域反
对人士持续抗议影响，该协定审议进程极
为艰难，凸显法国在对加经贸往来方面存
在复杂心态。

据法国媒体报道，自欧加自贸协定部
分条款临时生效两年后，法国国内农业与
环保领域人士对该协定可能带来的潜在
影响极为担忧，国内反对派甚至部分执政
党议员也对该协定存在忧虑，原定投票日
期一再推迟。投票当天，国民议会争论长
达10个小时，各方主要争论的焦点在于，
如果该协定生效，法国或将进口部分被禁
的畜类及鱼类等。

执政党反驳认为，该观点源自“假新

闻”，且只有 36 个加拿大农场有资格向
欧洲市场出口，政府不会无条件批准所
有产品进口，并将加大对进口产品的审查
力度。尽管该协定最终获得通过，但多个
执政党议员投出反对票，并警告该协定将
对法国环境与民众健康造成威胁。面对
多位执政党议员反对与弃票的“罕见情
况”，有专家认为，这是对总理府的严正抗
议，该协定将对法国养殖业造成严重冲
击，并使欧洲维护已久的农业生产标准

“消亡殆尽”。
据了解，欧加自贸协定囊括了金属、

汽车、肉类、牛奶等从工业制品到农牧产
品的多个领域，涉及 5.1 亿欧洲民众与
3500 万加拿大民众，计划取消双方 98%

的贸易关税。法国政府始终对此持积极
态度，认为这将是以实际行动捍卫现行贸
易体系的重要举措。

法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至 2018 年 间 ，法 国 对 加 出 口 增 长 了
6.6%，该协定的签订将给法国带来更多
机遇。尽管如此，该协定部分条款仍在法
国内引发不安情绪。一是法国农业协会
认为，该贸易协定将对法国食品安全造成
威胁，特别是自加拿大进口的诸多肉类将
对欧盟现行食品安全标准造成冲击；二是
面对加拿大大型农场竞争，法国以家庭式
为主的农业生产将遭受极大冲击，极大损
害农民利益；三是法国环保人士担心该协
定将对法国在环境、气候及社会等领域的

现行规则造成影响。
面对欧洲内部多方质疑，加拿大加紧

对欧游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在 6 月
初访法期间表示，希望法国能够继续推动
批准欧加自贸协定。加拿大官员也曾对
法国各地区开展了 20 多次访问，积极宣
传欧加经贸互动的良好前景。

有法国经济学家认为，面对来自区内
外的巨大阻力，法国民议会此次投票通过
该协定，虽然推动了欧加自贸协定的加速
落地，但未来可能面临持续的质疑与反
对，凸显了法国社会对以欧加自贸协定为
代表贸易模式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法高
层希望借欧加自贸协定捍卫现行以自由
贸易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共同合作
姿态“抱团取暖”，回应美国对双方的贸易
威胁；另一方面，欧方担心在面对高度全
球化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丢失行业、社
会、环保标准的话语权。

对此，专家建议，在全球贸易高度融
合的当下，全球化竞争与合作势在必行，
欧方需要通过强化自身经济竞争力和完
善产业及行业发展政策，在开放贸易与捍
卫标准间寻求平衡。

捍卫现行贸易体系 国内存在复杂心态

法国在巨大争议中通过欧加自贸协定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定，但反对和

弃权票众多，加之法国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反对，让法国政府面临不小

的压力，欧加自贸协定落地阻碍重重。

近日，“2019东京——微信支付公开
课”在东京举行，逾百位日本品牌高管、营
销负责人及微信支付服务商伙伴聚首微
信公开课现场，与微信团队共同探索微信
智慧生态对提升服务中国赴日游客的无
限可能。随着商户覆盖迅速扩大与场景
体验不断优化，中国游客在日本也能如同
在国内一样刷刷手机就付钱。同时，腾讯
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月份的一年间，微信支付在日接入商户
数同比增长665%。

据程序开发负责人黄婷介绍，微信现
有 100 万个小程序，日均用户达 2 亿，微
信小程序生态已经成熟，用户习惯逐渐养
成。“无需安装、即用即走”的小程序，在流
量大、单位停留时间短、需求多样化的旅
游场景，被日本商户视为提升服务能力的
利器。

7月16日，由微信支付与大阪阪急阪
神百货店联合打造的中国境外首家智慧
旗舰百货，在大阪阪急阪神百货店梅田总
店正式发布。除了全店接入微信支付外，
还借助以小程序为代表的微信智慧生态，
实现了对中国游客全消费历程的服务升
级。这一合作标志着微信支付跨境支付
业务在日本“加速度”。

阪急阪神百货的“智能品牌检索小程
序”提供中文智能导览、智能品牌检索等
服务，帮助游客快速定位兴趣商户；“自助
点餐小程序”为游客提供中文点餐及微信
支付服务，实现点餐语言零障碍；通过“阪
急化妆品预约”美妆预购小程序，游客可

以提前下单预订美妆产品，现场提货即
走，告别冗长的排队环节。

阪急阪神百货店海外市场部高级经
理叶阳子说：“通过小程序打通销售、服
务、导览和会员等消费场景，阪急阪神百
货店得以深度连接中国客户群，让到店游
客的购物观光体验变得轻松自如，真正将
微信应用转化为商业价值。”

中国赴日游客所带来的巨大消费潜
力，成为日本商业共同关注的话题。据日
本国土交通省统计，2018 年访日外国游
客总数突破 3000 万人，其中，中国游客
占比 26.9%；2019 年一季度中国游客在
日本共消费 4000 多亿日元，占赴日游客

总消费量的36%。
由于微信支付不断推进在日本市场

的纵深发展，覆盖场景不断扩大，2019年
6 月份微信支付在日本交易笔数同比增
长 108%。中国游客从落地日本开始，无
论是出行、观光、餐饮还是购物，都能通过
微信搞定。

目前，微信支付拥有8亿绑卡用户并
已合规接入超过 49 个境外国家和地区，
支持16个币种直接交易。在日本，“境外
首个智慧旗舰机场”北海道新千岁机场、

“全球第 100 家智慧旗舰店”唐吉诃德药
妆店、“境外首个智慧旗舰乐园”富士急乐
园，以及本次发布的“境外首家智慧旗舰
百货”阪急阪神百货店，为日本市场带来
了“不止于支付”的更多智慧商业升级可
能，获得了日本商业社会的广泛认可。

微信支付日本区域总监中岛治也表
示：“以微信生态为代表，中国数字创新、
智慧生活受到了日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我们希望将中国创新带到日本，让微信支
付的便捷服务遍及日本大街小巷。”

应用体验不断优化 中国游客轻松搞定

日本微信支付商户覆盖迅速扩大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中文智能导览、APP中文自助点餐、小程序预订美妆产品，随着微

信支付在日本的发展，中国游客从落地日本开始，无论是出行、观光、

餐饮还是购物，都能通过微信搞定。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马曹冉

钱铮） 日本汽车巨头日产汽车宣布，
上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暴跌超九成，将
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25万人。

日产汽车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
2019 财年第一财季（2019 年 4 至 6 月）
公司销售额同比减少 12.7％；净利润仅
64 亿日元（约合 6000 万美元），同比暴
跌 94.5％。当季，日产汽车全球销量为
123万辆，同比减少6.0％。除在中国市
场实现销量增长外，日产在美国、日本、
欧洲等其他主要市场销量均下跌。

为改善经营状况，日产宣布将停止
生产收益不佳的车型，到2022财年车型
数量将较 2018财年减少 10％以上。同
时，日产将对核心车型加大投入力度，提
高产品竞争力。

日产当天还宣布，将在全球范围裁员
1.25万人，裁员将在2023年3月前完成。

据新华社开罗电 （记者李碧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公

告说，IMF 执行委员会已完成对埃及经
济改革计划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评
估，埃及将获得IMF提供的最后一笔20
亿美元贷款。

IMF 代总裁戴维·利普顿在公告中
说，在埃及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下，埃
及成功完成了 3 年经济改革计划，达成
预定目标。自2016年以来，埃及宏观经
济环境大幅改善，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
就业复苏，公共债务呈明显下降趋势。

根据 2016 年埃及与 IMF 达成的协
议，埃及可获得共 120 亿美元贷款以支
持国内经济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削减补
贴、增加税收等。此前，埃及已从 IMF
获得100亿美元贷款。

埃及将获得IMF
20亿美元贷款

日产汽车利润大跌
全球裁员逾万人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电 （记者沈忠浩 左为） 欧洲
中央银行（欧洲央行）日前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在维持欧
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的同时，调整前瞻性指引，预期关
键利率至少到2020年上半年将“保持或低于当前水平”。

这是自2017年6月以来，欧洲央行首次在货币政策
声明中明确释放可能降息的信号。声明强调，鉴于欧元
区实际通胀和通胀预期持续低于目标水平，有必要将高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延长一段时间。

声明还说，欧洲央行准备酌情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使
通胀水平持续趋向政策目标。欧洲央行已委托相关机构
对政策方案进行评估，其中包括新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
和构成。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尽
管就业和居民收入增加仍在支撑欧元区经济，但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疲软及地缘政治、保护主义等方面
的不确定性继续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其中对制造业的
影响尤为明显。

德拉吉强调，近期一系列数据表明欧元区增长前景
日益恶化，下半年经济反弹的可能性降低。不过，欧元区
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也很低。

欧洲央行理事会当天还同意了欧洲理事会对拉加德
出任欧洲央行行长的提名。欧洲央行理事会认为，拉加
德在货币和银行事务方面具有公认的地位和专业经验。

按照程序，该提名若能得到欧洲议会支持，并最终由
欧洲理事会以有效多数表决任命，拉加德将于今年11月
正式接替德拉吉，出任欧洲央行第四任行长，任期8年。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高攀 熊茂伶） 美国农
业部日前公布向美国农民提供约16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
政策细节，以补偿他们在贸易争端中遭受的损失。但美
农业协会代表和国会议员纷纷表示，援助计划不能替代
出口市场，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尽早结束贸易争端、恢复农
产品正常贸易。

根据美国农业部当天发布的政策细节，美国农民可
从7月29日开始申请政府补贴，农业部将根据每个农场
的种植面积和相应赔付率计算每位种植户可获得的补
贴。此外，猪肉和乳制品生产商也可申请一定补贴。美
国农业部将于 8 月中下旬发放第一笔补贴，第二和第三
笔补贴可能分别在今年11月和明年1月发放。

这是美国政府继去年以来第二次调拨巨额资金补助
农民。此前，受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不少经济体对
美国农产品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农产品出口大幅下滑，农
场经营陷入困境。

美国农会联合会会长齐皮·杜瓦尔当天发表声明说，
当前美国农业正经历困难期，贸易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
农村地区影响越大。他表示，在恶劣天气、大宗商品价格
走低、可用劳动力不足等挑战外，美国农业又遭受关税冲
击，堪称遭遇“完美风暴”。

杜瓦尔指出，持续的贸易战正不断加重美国农民的
经济负担，美国农民最终更想要贸易而非援助，恢复农业
市场与全球贸易伙伴的互惠关系至关重要。

美国全国猪肉生产商理事会会长戴维·赫林说，美国
猪肉生产商高度依赖出口市场，持续一年多的贸易争端
已给养猪户造成严重损失。

美国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黛比·
斯塔贝诺说，这些“短期、不公平的支出”不能替代出口市
场和连贯的贸易策略。

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欧洲央行释放降息信号

美国农业部公布补贴计划

农协希望结束贸易争端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巴基斯坦电
信局正式邀请注册运营商、科研机构、学术机构和相关硬
件厂商参与测试5G通信技术。

近年来，巴基斯坦移动数据使用量猛增，目前共有
7100万宽带用户，其中 6900万为 3G/4G网络用户。受
需求激增影响，巴现有通信基础设施已显得不足，向 5G
通信升级需求与日俱增。上个月，巴电信局发布现代通
信技术框架文件，指出现阶段启动的5G通信测试属于非
商业性质，仅能用于学术和科研目的。

根据流程，有意测试 5G通信的企业、学术或科研单
位需向巴电信局申请，后者对申请者资质完成审查后会
要求频段分配局向其分配频段。测试期间，巴电信局不
向测试单位征收管理费，后者也不得要求测试用户缴纳
费用。按照计划，测试将为期3个月至4个月，但测试单
位可向电信局申请延长测试期。至此，巴基斯坦5G通信
建设正式拉开帷幕，这将对巴通信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
具有里程碑意义。

提升通信基础设施

巴启动5G通信技术测试

“一年前的阿速坡溃坝灾害摧毁了我们的家园，但中

老铁路项目又给了我们新的生活。”在万象中老铁路项目

施工现场，来自老挝南部阿速坡的小伙子普塔湾说。这

些来自灾区的老挝工人现在已经成长为中老铁路项目上

的骨干。 （新华社发）

中老铁路带来“新生活”

本版编辑 禹 洋

今年夏天，欧洲持

续遭受热浪侵袭。欧

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

务项目”数据显示，刚

过去的6月份是有记录

以来全球最热的月份，

欧洲平均气温比正常

情况高约 2 摄氏度。7

月份气温继续飙升，法

国、德国多地出现40摄

氏度以上的高温。

左图 法 国 巴 黎

喷泉、泳池全数启动。

图为一名小游客与埃

菲尔铁塔合影。
（新华社发）

欧洲多地迎“炙烤”

在德国慕尼黑，男孩们跳进艾斯巴赫河戏水降暑。
（新华社发）

在意大利罗马动物园，环尾狐猴享用

冰冻果蔬。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