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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韩国
从贸易优惠“白名单”中除名，韩国对日
依赖程度较高的诸多生产原料、零部件
及生产设备面临断供威胁。随即，韩国
政府从这些货物中指定了 20 项为具有
重要战略性且急需确保生产技术的货
品，80 项为价值链脆弱、尚需时日研发
的必要货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成允模声称，将推动确保20项货品在一
年内实现稳定供给，80项货品在五年内
实现稳定供给。

为了确保韩国支柱产业所需货品的
稳定供给，韩国政府和企业正大力推动
寻找他国企业产品，用以替代日本产
品。这只是韩国为应对日本对韩加强出
口管控而采取的应急之策。从长远考
虑，韩国正积极推动生产原料、零部件及
生产设备等关键生产技术自给自足，以
寻求从根本上解决支柱产业生产链条不
够完善的问题。

从目前韩国政府公布的各项应对措施
来看，韩国推动关键技术自给自足的方式
主要有两个。一是加大自身研发力度，政
府在政策、人才、纳税、资金等诸多方面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援。二是引进外国技
术，为己所用，积极支持韩企对外国相关企
业收购、兼并及投资。为保证关键技术能
自给自足，主要还得靠韩国自行研发。但
是，自行研发需要时间与资金，投入生产时
又需搭建基础设施、增设工厂、铺设生产
线，并面临修改法规、争得工厂附近居民同
意等问题。如果能通过收购、兼并、投资等
方式将外国技术直接拿来使用，则可省掉
很多麻烦。

韩国《每日经济》报道称，为克服日本

加强对韩出口管控的负面影响，相关韩
企对韩国政府的主要诉求包括：放宽针
对无害化学物品评估和审查的相关法
规、弹性工作制协调时限扩大为 6 个月
的相关法案能予以通过，放宽在韩国首
都圈新设及扩建工厂的法规限制，政府
扩大对相关产业研发的投资力度，放宽
新兴产业享受缴税优惠的前提条件等。

当前，韩国政府为应对日本出口管
控、推动关键技术自给自足提出的方案
主要包括：一是提供资金支持。8 月 2
日，为应对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控，韩国
国会专门追加了 2732 亿韩元的专项预
算。8月4日，韩国执政党、政府部门、总
统府高官联合召开高级别党政青协议

会。会议提出，为了提高生产原料和零部
件的竞争力，韩国明年预算至少要提高到
1 万亿韩元以上。8 月 5 日，成允模表示，
韩国打算在未来 7 年内至少投入 7.8 万亿
韩元，用于核心产品研发。另外，韩国金融
委员会将提供 3.8 亿韩元，用于扶持中小
企业、相关技术研发、进口多边化。韩国已
设立的 2.9 万亿韩元“提高经济活力特别
资金”和“经营安定资金”也将被用于补偿
或扶持受损韩企。

二是提供人才支持。为保障专业人才
供应，韩国政府将推动派遣公共研究机构
的专家向企业提供援助。此外，高级别党
政青协议会提出，与重要生产原料和零部
件相关的外国优秀人才，如在韩国就业，其
5年内享受的劳动所得税减免额度可从原
有的50%提高到70%。

三是提供政策支持与纳税优惠。对于
韩国企业收购或兼并外国生产原料、零部
件、生产设备等相关企业，韩国政府将研究
推动给予韩企 2%至 10%的税金优惠。对
于最长工作时限、化学品评估及审查等对
韩企造成约束的既定法规，韩国政府也表
示将重新予以考虑。

加大研发力度 引进外国技术

韩国将全力推动核心技术自给自足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巴基斯坦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8/2019 财年巴贸易逆差为
318亿美元，同比下降15.3%，但逆差下降
全部来自于进口缩水。

巴本届政府通过采取遏制进口措施，
使货物进口额从前一财年的 608 亿美元
下降至 548亿美元，降幅达 9.9%；但在货
物出口方面，巴在过去一年内本币大幅贬
值约三分之一的利好条件下，出口贸易却
未见起色，229.7 亿美元的出口额不仅与
政策目标有着 40 亿美元的差距，而且较
前一财年 232.1 亿美元不升反降。受出
口表现低迷牵连，318亿美元的逆差仍大
大高出260亿美元的政策目标。

为了补贴本国出口商，提升价格竞争
力，巴基斯坦政府已陆续在自身能力范围
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以补贴价格向
出口商提供电力、燃气等，补贴总规模已

超过 300 亿卢比（约合 1.89 亿美元），同
时提供优惠贷款和免所得税等待遇。然
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限制
巴基斯坦出口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并
非仅仅是价格因素，而是在于出口产品
本身。

日前，巴基斯坦央行行长巴吉尔在会
见到访的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时指
出，此前长期执行的汇率政策在效果上无
异于补贴进口，当前自由浮动的卢比对美
元汇率更能真实反映供需情况，也消除了
对巴基斯坦出口企业的“不公待遇”。但
是，本币贬值并不是出口疲软问题的根本
解决方案，还需要出口企业提高自身产品

竞争力，巴政府需要提供更多支持，让出
口部门更具竞争性。作为衡量出口商品
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巴出口商品中的
工业制成品比例仅为77%，与同为南亚国
家且经济总量与巴类似的孟加拉国相比
落后19%。

对于 7 月 1 日开始的 2019/2020 财
年，巴政府制定了进口额进一步压缩到
518 亿美元、出口额提高至 268 亿美元
的政策目标。为实现该目标，巴基斯坦
既需要深度挖掘出口市场潜力，也需要
全面提高本国出口品竞争力。在上述两
方面，中国均对巴基斯坦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

根据中巴两国于今年 4 月份签署的
第二阶段自贸协定，中方给予巴基斯坦
313个税目产品免税待遇，此举为巴基斯
坦扩大对华出口带来了重大利好。巴总
理商务顾问达伍德曾表示，第二阶段自贸
协定的签署预计将拉动巴基斯坦60亿美
元的出口增长。

与此同时，作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
展孵化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经济特
区也在加紧建设。中方企业不仅对于入
驻特区扎根经营抱有高度热情，还针对巴
本国投资能力弱的问题，积极投入到园区
硬件设施建设中。日前访巴的中国企业
投资代表团在会见巴总理时表示，除投资
建厂外，将额外拿出 3亿美元至 5亿美元
用于经济特区基础设施建设。

无论是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巴方所需，
在第二阶段自贸协定中为促进巴对华出
口给予明显倾斜，还是中国企业主动援助
东道国新建经济特区，都表明了中国对于
帮助巴基斯坦发展工业、提振出口、优化
经济的坚定支持。

贸易逆差有所缓解 根本问题尚未解决

巴基斯坦亟需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
8 月 5 日，南非政府正式宣布，决定将每年
的 9 月 17 日定为“南非中文日”。南非中
文学习者和爱好者们自此以后也有了自己
的节日。

中文推广在南非已经走过了 15 年历
程。2003年，中南两国政府签署了高等教
育合作协议，开启了两国教育合作新篇
章。2004年，南非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斯坦
陵布什大学正式设立。如今，南非是非洲
大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最多的国
家，已合作建立了 6 所孔子学院和 3 个孔
子课堂。中国在南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共
54 人，除 6 所孔院外，还在 45 所中小学开

设汉语课程，掀起了一股“汉语热”，有中
小 学 生 学 员 7100 余 名 ，大 学 生 学 员
1300名，社会学员450余名。

南非基础教育部部长安吉·莫采卡
表示，自2015年南非政府将汉语作为选
修语言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来，汉语教
学日益受到社会各界欢迎。安吉表示，
人文交流是中南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重要支柱之一，期待通过语言教学深
化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南非卡拉遗产学院主席马托勒·莫
采卡博士认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根
本站不住脚，恰恰相反，不同的文明更应
该交流借鉴，相互取长补短。

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介绍说，为促
进中南文化交流与相互了解，中国也在积
极引进南非语言教学。中国顶级的外国语
高校——已有 84 种外国语语言教学的北
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祖鲁语教学，同时开
设了茨瓦纳语、科萨语和索托语选修课，开
始招录中国学生，并即将出版中国版的祖
鲁语教材和词典。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派遣
了两位老师来金山大学学习。

在金山大学非洲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邦
尼·宗古看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
意味着中国对南非传统文化展现出了极大
的善意与尊重，也为深化两国民心相通奠
定了重要基础。

图① 南非政府正式决定将每年9月17日定为“南非中文日”。

图图②② 来自开普数学科技学院孔子课堂的学生表演舞蹈《丽人行》。

图图③③ 来自来自开普数学科技学院孔子课堂的学生马克表演图解成语。

郑彤彤摄

南非设立中文日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日前公布了将于9月2日发行的储蓄债券利率，10年期
年平均利率跌破2％，至1.95％，略高于2016年12月份发
行的10年期储蓄债券平均利率低位1.87％。该期储蓄债
券首年利率也跌至1.65％，是去年5月份以来最低。

新加坡居民对储蓄债券的认购额已连续 4 个月下
滑，本月发行的债券，认购额跌至去年 1月份以来最低，
仅为 9305万新元。债券总发行规模为 3.5亿新元，认购
率仅相当于 0.27倍。今年以来，在已发行的 8批储蓄债
券中，有4批认购额低于发行额。

造成新加坡10年期储蓄债券利率和认购双下滑的主
要原因是全球储蓄利率走低，目前整体利率环境低迷以及
储蓄债券利率吸引力不大。有经济分析师认为，散户投资
者往往对收益率非常敏感，2％的收益率似乎是个关键门
槛，低于2%的利率回报就会失去一部分投资者。

新加坡储蓄债券认购遇冷

据新华社埃及伊斯梅利亚电 埃
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穆哈卜·马
米什6日表示，2018—2019财年苏伊
士运河收入达59亿美元，为历史最高
水平。

马米什当天在庆祝新苏伊士运河
通航四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说，8月2日
苏伊士运河还创造了单日通过货物总
量的最高纪录，当天共有81艘商船载
着610万吨货物通过运河。

苏伊士运河收入长期是埃及国民
收入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之一，与
石油收入、旅游业收入和侨汇并称埃
及经济四大支柱。

马米什表示，新苏伊士运河的开
通大幅增加了运河通行能力，为苏伊
士运河收入大幅增长创造了条件。目
前，苏伊士运河已经具备通过全球最
大商船的能力。

中国一站式移动交通平台滴滴出行6日在智利首都

圣地亚哥正式开始运营。图为在圣地亚哥市中心意大利

广场附近拍摄的滴滴出行广告牌。 （新华社发）

滴滴出行在智利首都运营

本版编辑 徐 胥

苏伊士运河年收入创纪录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
今年前 6 个月德国共销售啤酒 46 亿
升，较去年同期下降 2.7%。其中，
82%的啤酒在德国国内销售。统计分
析指出，尽管今年德国啤酒市场开局
不错，但5月份由于气候湿冷，啤酒销
量大打折扣。另外，去年夏季正值世
界杯赛事，啤酒消费激升。因此，今年
啤酒销量在这一较大基数上不如去年
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统计数据，德国啤酒酿造商
数量也有所增加。去年上半年德国啤
酒酿造商总数突破 1500 家大关。目
前，德国已有 1659 家啤酒酿造商，但
其中很多品牌的产量相对较低。

此外，德国无醇啤酒销量明显增
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无醇啤酒
销量已经占到啤酒总销量的 7%。据
德国啤酒协会预计，今后德国无醇啤
酒的销量将上升至10%。

德国上半年啤酒销量微降

巴政府制定了2019/2020财年进口额进一步压缩到518亿美元、出

口额提高至268亿美元的政策目标。为实现该目标，巴基斯坦既需要

深度挖掘出口市场潜力，也需要全面提高本国出口品竞争力。

除了寻找他国企业产品替代日本产品这些应急之策外，韩国也从

长远考虑，积极推动生产原料、零部件及生产设备等关键生产技术自给

自足，以寻求从根本上解决支柱产业生产链条不够完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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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球“降息潮”俱乐部一天内增添三位新成
员。北京时间 8 月 7 日，新西兰央行、印度央行、泰国央
行均意外宣布降息，幅度也超出市场预期。

新西兰央行 7 日宣布，鉴于经济增长面临更为强劲
的逆风，决定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50个基点至1％的历
史低点。

新西兰央行行长阿德里安·奥尔称，过去一年全球经
济形势发生变化，国际市场对新西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减少。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慢，增长阻力正在加
大，需要有额外的货币刺激措施。

这是新西兰年内第二次降息。此前市场普遍预测将
会降息25个基点。有分析师称，考虑到新西兰经济数据
并不那么糟糕，因而这是央行把目光投向当前数据之外、
试图对全球经济放缓采取预防性措施的一个例子。

为了支撑不断放缓的经济，印度央行 7 日将基准利
率非常规地下调了 35 个基点至 5.40%，力度大于预期，
创2010年以来新低。这是今年以来第四次降息，印度央
行曾在今年2月份、4月份、6月份分别降息25个基点。

印度央行这一决定令市场感到意外，此前接受彭博
社调查的40位经济学家中仅有1位料到这个结果。

印度央行行长沙克蒂坎塔·达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MPC）认为 25 个基点的降息幅
度是“不合适的”，非常有必要校准利率，但降息 50个基
点将是“过度的”，降息35个基点则被视为“平衡的”。在
货币政策上，印度央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立场。

印度央行今年以来在亚洲经济体央行中降息力度最
大，试图通过降低利率以推动放缓的经济，并刺激投资。
印度央行也再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测，将2019/2020年度
GDP增速预期从7.0%下调至6.9%。预测通胀将保持良
性，低于印度央行4%的中期目标。

泰国央行成为日内第三家降息的央行。泰国央行7
日也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1.75%下调至 1.50%，为 4 年多
以来首次降息，以刺激经济并抑制泰铢上涨，应对全球风
险。泰国央行此次降息出人意料。此前，在接受调查的
29位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位预计将降息25个基点，其他
27位都预计将维持利率不变。 （郭 辑）

一天三家

新西兰印度泰国央行意外降息

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7日电 （记者蒋超） 巴基斯
坦总理办公室 7 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决定降低与印度的
外交关系级别并中断双边贸易。

声明说，巴总理伊姆兰·汗当天在总理府主持召开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印度政府单边非法行动引
起的紧张局势，以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巴实际控制
线的局势。

声明宣布采取其他三项行动，包括检讨双边安排；将
情况向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呈报；将在今年8月14日巴基
斯坦独立日当天，声援克什米尔地区民众“争取自决权利
的正义斗争”。

此外，声明还宣布将8月15日印度独立日设立为巴
基斯坦的“黑色日”。

声明说，伊姆兰·汗已命令军队保持警戒状态。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说，根据国家安

全委员会的决定，正式驱逐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大
使），并召回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大使）。

印度政府 5 日宣布废除当前执行的宪法第 370 条，
取消此前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巴基
斯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将利用所有可能的
选项反对印度这一非法措施。

巴 基 斯 坦 宣 布 降 低 与 印 度
外交关系级别并中断双边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