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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以来，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
陆续发布了二季度经济数据。出乎预料
的是，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和非石油国内出口数据等主
要经济指标均为负增长，让经济师和企
业家们大跌眼镜。人们不禁担忧，在上
半年经济仅增长0.6％的情况下，下半年
经济状况能否出现好转，全年预期增长
目标能否实现，亦期望政府能拨云见日，
带领大家共克时艰，实现经济发展。

经济下行幅度出乎预料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7月初率先公布
的 6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新
加坡制造业在经历长达 32 个月扩张之
后，连续第二个月出现萎缩，6月份指数
为49.6，仍低于50荣枯线水平。

新加坡贸易工业部数据显示，第二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第一季度环比萎缩
3.4%，与2018年同期相比仅增长0.1%，
成为新加坡经济近 10 年来最差表现。
贸易工业部相关数据显示，新加坡 6 月
份的制造业同比萎缩3.8％，延续了之前
0.4％的跌势，主要是电子业和精密工程
领域产值萎缩所致。在公共领域项目的
支撑下，建筑业扩张 2.2％，略低于第一
季度的 2.7％。服务业增长 1.2％，与第
一季度持平，金融与保险、其他服务领域
以及资讯和通信领域取得增长。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

显示，6月份非石油出口额与 2018年同期
相比下降 17.3%，连续 4 个月出现两位数
萎缩，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的 9.6%，出口
贸易出现 6 年来最严峻下降趋势。其中，
电子产品出口下降幅度同比高达 31.9%，
创造了22年来的最大跌幅；非电子产品出
口同比下降 12.4%。制造业产值连续 4个
月下滑，6月份制造业产值同比下降6.9%，
是三年半以来的最大降幅。

三大因素导致经济下行

此间分析认为，新加坡经济失速，主要
原因是受全球贸易局势紧张、电子产品出
口走弱以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影响。

新加坡经济过于依赖贸易市场环境。
新加坡 2018 年进出口贸易额是国内生产
总值的 300%，服务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64.4%，私人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36.8%。新加坡作为体量不大的开放
型经济体，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
动作用十分突出。中美经贸摩擦、单边主
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供应链
受影响，企业和消费者普遍对经济增长信
心不足，因而对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造成重
大影响。

电 子 产 品 出 口 进 入 下 行 周 期 。 与
2018年同期相比，新加坡 6月份的电子产
品出口减少 31.9％，幅度略大于 5 月份的
31.6％。其中，集成电路、个人电脑和磁盘
媒体的出口下滑最多，分别萎缩 33％、
44.6％和41.7％。新加坡经济专家分析指
出，今年6月份电子产品出口是1997年有
相关记录以来最差表现。除此之外，美国
对中国、日本对韩国实施电子产品出口限
制，也导致新加坡电子产品出口受到较大
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影响产品出
口。6 月份，新加坡除对美国的出口贸易
增长1.5%外，对中国香港特区出口下滑最
多，减少 38.2%；对中国出口减少 15.8%，
对欧盟 28 国出口减少 22.1%。因中国是
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对中国出
口连续 4 个月萎缩，使得今年上半年新加
坡对中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8.95%，创下 2016 年上半年以来对中国出
口的新低。

实现增长目标难度加大

7 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新
加坡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从 2.3%调低为

2.0%，中期经济增长预测确定为 2.5％
左右。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新
加坡经济基本面向好，金融领域稳健，完
全有能力应对严重的外部冲击。

面对 2009 年以来最糟糕经济增长
表现，以及下半年可能出现的经济技
术性衰退风险，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
部长王瑞杰日前表示，目前政府不认
为全年经济会陷入衰退，如通信业和
建筑行业仍将表现强劲，政府在应对
短期挑战和帮助受影响者的同时，会
继续关注中长期发展，将继续推动产
业转型，打造更强劲的企业，实现经
济发展。

新加坡贸易工业部长陈振声也于日
前表示，新加坡目前面对的挑战与亚洲
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当
前全球金融市场并未突然丧失信心而导
致新加坡经济陷入下行周期，呼吁全社
会对未来经济形势无需恐惧，政府会采
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应对。

新加坡贸易工业部已于5月份将经
济增长预测从此前的1.5％至3.5％向下
收窄到1.5％至2.5％。多位经济专家分
析称，根据上半年的经济表现，贸易工业
部和金融管理局正在评估1.5％至2.5％
的增长预测，8 月份不排除将年增长率
再下调为0.5%至1.5%。

为防止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预计
下半年新加坡政府将会推出一系列有针
对性的经济刺激措施，如放宽货币政策、
减缓新元升值步伐；为中小企业提供税
务减免和融资便利；暂缓收紧服务业外
劳顶限；加快企业转型步伐；加大开拓周
边国家贸易市场等。

今年6月份电子产品出口是199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差表现——

新加坡经济增长“压力山大”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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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0月底英国脱欧大限不到3个

月，英国汽车产业已经快“撑”不住了。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协会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英国汽车产量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0%，汽车业新增投

资同比暴跌70%，仅为9000万英镑。

英国汽车生产和投资受到重创，

“罪魁祸首”是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

欧洲市场是英国汽车出口的最大市场，

占比近60%。今年上半年，欧洲市场在

英国汽车总出口中的占比高达57%。在

这一最大出口市场上，今年前6个月英

国汽车出口萎缩了 15.6%。英国汽车制

造商和经销商协会代表着英国800家汽

车行业企业的利益，该协会首席执行官

迈克·霍斯致函英国新首相约翰逊，称

英国汽车产业与欧洲高度融合，无协议

脱欧不仅会导致巨大的关税成本，中断

汽车生产，还会进一步削弱国际投资者

对英国的信心，威胁整个英国汽车业的

生存。

分析认为，英国脱欧给英国汽车产业

带来重重挑战。首先是关税难题。脱欧直

接改变的是英国与欧盟贸易关系，倘若英

国无法与欧盟建立紧密的贸易关系，英国

企业将面临关税上升风险。按照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测算，英国进口欧盟汽车零部件

可能被征收 3％的关税，欧盟进口英国产

汽车可能被征收10％的关税。现阶段，英

国产整车80％用于出口，其中近60％出口

至欧盟。英国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协会研

究显示，仅关税一项，英国每年就要多花费

45亿英镑。

其次是供应链和市场难题。汽车制造

业是全球化产业，英国汽车业尤其如此。

英国本地生产的汽车八成用于出口，用于

汽车制造的零部件有一半以上来自海外。

无论是零部件进口，还是汽车整车出口，英

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都高度依赖于欧盟体

系。英国汽车要重新配置供应链，开拓一

个新市场，短期内绝非易事。

出于对英国汽车产业前景的担忧，越

来越多的外资车企踏上了“脱英”之路。他

们开始选择关厂、撤资等方式，规避脱欧给

自身带来的风险。今年 2 月份，本田宣布

计划在 2021 年关闭其位于英国西南部的

斯温顿工厂，成为自英国公投脱欧以来首

个决定关闭在英工厂的大型跨国车企。该

厂每年生产汽车约 15 万辆，员工约 3500

人。本田汽车欧洲公司总裁表示，鉴于汽

车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公司必须加

快重组全球业务，不得不作出这一艰难

决定。

祸不单行，日产汽车公司近期宣布取

消在英国生产新款 X-Trail SUV 的计

划。丰田公司透露，如果英国无协议脱

欧，将在 2023 年终止其在英国的生产

线。宝马、福特、标致、雷诺等欧美车企

也表达了撤离英国的意愿。美国媒体刊

文评论称，英国汽车业现在面临着自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最大挑战，正在“慢

慢地死去”。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20%和70%的暴

跌，这两个数据反映了汽车业对“无协议

脱欧”和全球市场前景的担忧。20%的

跌幅，折射的是英国汽车业现状；70%的

跌幅，则事关对未来的投资，事关整个产

业的发展前景。汽车制造业是个创新驱

动的行业，需要厂家不断投资研发新技

术。如今，在英国脱欧前提下，这种担忧

导致投资停滞，企业只能把原本投资新

技术的钱用来为脱欧“准备后事”。正如

迈克·霍斯所言，“这些钱本该用来应对

技术和环境挑战”。英国汽车厂家的宝

贵资金没有用在研发“刀刃”上。对未来

投资的“缺斤短两”，将扼杀汽车产业的

未来。英国汽车业权威人士感叹：“如果

没有达成脱欧协议，英国或将失去汽车

业。”

脱 欧 重 创 英 国 汽 车 产 业
徐惠喜

英国汽车生产和投资受到重创，“罪魁祸首”是脱欧带来的不确定

性。英国脱欧带来的关税、供应链及市场等问题，给英国汽车产业发展

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新华社法兰克福 8月 5日电 （记者沈忠浩 左

为） 欧洲央行5日发布报告说，尽管全球贸易近期出现
一些复苏迹象，但预计未来几个季度仍将持续疲软，贸易
增长将弱于全球经济增长。

这份报告认为，虽然有指标显示全球贸易短期内有
所恢复，但考虑到许多经济体投资前景疲弱，全球贸易增
长将十分缓慢。与此同时，由于关税升高，近几个月影响
全球贸易前景的下行风险已部分变为现实，贸易紧张局
势进一步加剧的威胁仍然存在。

报告显示，近几个季度全球经济疲软主要体现在工
业部门，电子和汽车行业尤为突出，这既与贸易量大幅下
降有关，也反映了中期结构性的变化，包括日益严峻的环
境问题给上述行业带来挑战。

欧洲央行的研究表明，由于制造业产品进口占全球
进口总量的 50％以上，但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20％，因
此制造业产出急剧放缓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比对全球经济
的影响更加显著。

欧洲央行预计

全球贸易或仍将持续疲软

中国知名旅德青年大提琴家陈亦柏日前亮相南非比

勒陀利亚布鲁克林剧场，与南非交响乐团联袂演奏《舒曼

大提琴协奏曲》等曲目。精彩的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好评。 郑彤彤摄

中国大提琴家亮相南非演出

本版编辑 徐 胥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中国光大集团东京
代表处成立仪式日前在东京举行，中日企业界代表近
200人出席。

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表示，设立东京代表处的目
的就是要把握国际化思维，立足中国内地，深耕中国香
港，辐射周边，迈向全球，选择性布局有机会、有基础、有
潜力的国际区域，向国际市场拓宽生存发展空间。

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孔铉佑表示，当前中日关
系持续改善和发展。近年来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实现稳步
发展，投资领域从制造业到通信、互联网、金融服务、旅游
健康等众多新业态，合作范围不断拓宽，技术研发、品牌
并购、销售网络等成为主要的企业合作目标，合作的模式
日益多样。移动支付、共享经济、跨境电商等新经济模式
成为中国企业对日投资的重要亮点，在日中国企业影响
力也与日俱增，希望中日企业进一步深度融合发展。

开拓国际市场

光大集团驻日代表处成立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日前，菲律宾和印尼两国政
府在第 52 次东盟外交部长会议期间启动了专属经济区
划界认定工作，意味着双方2014年正式签署的相关划界
协定进入实施阶段。

据菲律宾外交部介绍，划界认定工作有助于两国增
进专属经济区相关合作，通过更好地管理和保护专属经
济区内资源来拓宽共同利益。

此前，越南和印尼两国外长于7月30日举行会议达
成一致，双方将加快海洋边界谈判尤其是专属经济区划
界工作。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两国须尽快完成相关
协议管控专属经济区权益重叠问题，努力避免双方渔船

“不必要的事故”。

步入实施阶段

东盟加快专属经济区划界工作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8月 5日，国际破
产协会在新加坡设立的亚洲总部正式揭幕。国际破产协
会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新加坡是国际破产协会在海外设
立的第一个办事处，将加强协会同亚洲区会员和各主要
利益方的联系，同时为区域从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培训机
会，促进新加坡以及亚太区域企业重组与清盘业务发展。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国际破产
协会新加坡办事处的设立，将增加与本区域相关方的交
流并扩大会员数目，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业内水平和培
养专业人才，并协助该行业制定清盘和重组的制度。当
前，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虽然对全球贸易一
体化进程有所影响，但本区域清盘与重组服务领域的发
展趋势总体向好。

随着亚洲各国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商业方
面的需求和投资增长，企业之间债务重组的需求也将提
高。据有关专业调查公司估计，目前亚太市场可供重组
的债务达2500万亿美元左右。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破产协会成立于1982年，
是由各国研究重组和破产的会计师、律师等从业者组成
的涵盖全球性国际组织，为企业重组、清盘和个人破产等
提供服务。

首个海外办事处启动

国际破产协会设立亚洲总部

近日，第二十三届柏林国际啤酒节在德国首都柏林开幕。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50家啤酒

酿造商参加了此次活动，为游客呈现近2400种特色啤酒。

图图①① 一名游客正在为同伴倒酒一名游客正在为同伴倒酒，，共同品尝共同品尝。。

图图②② 啤酒节客人在享用啤酒啤酒节客人在享用啤酒。。

图图③③ 身着啤酒节纪念衫的人们成为一道风景身着啤酒节纪念衫的人们成为一道风景。。 本报驻柏林记者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谢 飞飞摄摄

嗨翻！柏林啤酒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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