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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积极筹备

近年来，随着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
护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甚嚣尘上，全球
经济与政治格局已逐步进入再平衡关键
阶段，但发达国家间的传统协调机制在经
贸、气候变化、地区局势、国际规则等议题
中出现分歧时则显得日趋乏力。因此，法
国希望借主办G7峰会这一机遇加强七国
集团内部协调，强化发达国家共同立场，
重掌全球发展主导权。

但是，从近期欧美经贸纠纷到伊核问
题分歧，从气变退群到脱欧博弈，七国集
团的协调机制已陷停摆状态，早已失去了
对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G7峰会也逐步沦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深
度调整的“角力场”。

作为本次G7峰会的主席国，法国对峰
会筹办给予了高度关注，希望通过本次峰
会及相关部长级会议与边会进一步提升法
国政治地位，并将此视为提升法国地缘政
治影响、重掌全球治理话语权的重要机遇。

据了解，本次G7峰会的主题是“如何
应对各种不平衡现象”，涵盖包容性经济
增长、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世界和
平与安全、未来的工作机会以及气候变化

和海洋等涉及当前全球发展转型与共同
应对挑战等多项议题。

法国政府认为，当前，发展不平衡现
象存在于各个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这
一趋势正在各个领域发生或扩大，一定程
度上是国际治理体系出现危机的起因，因
此应对多边体系加以维护和更新。

欧美同床异梦

有法国媒体认为，尽管法国政府为本
次峰会设置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在美国
政府奉行单边主义与极端主义、欧洲高层
对美国政府频频质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出现巨大倒退以及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增强
等现实情况下，七国集团内部或将再次陷
入“拉锯式谈判与无结果协调”。欧美这对
传统盟友，面临同床异梦的尴尬局面。

具体而言，在经贸领域，法方积极协
调各方就近期贸易纠纷、世贸体系改革等
经济议题开展进一步协调，并将重点放在
加强欧美在关键性经贸与财政议题“对
表”上，希望积极厘清双方存在的分歧与
核心诉求，并将强调“欧方将不会在美方
持续威胁与制裁下开启经贸谈判”。

法国总统府外事顾问表示，在贸易争
端议题上，法国期望与国际上的其他集团

紧密合作，法国和欧盟主张反对贸易保护
主义，支持可以营造更加平等竞争条件和
改善世贸组织运行的改革方案。但是，美
国政府持续在经贸问题上向“盟友”发难，
包括威胁对欧盟汽车、法国红酒等加征关
税、对法数字税发起“301 调查”等，这些
行为均令欧美间分歧呈现扩大趋势，且核
心分歧短期内无法调和。

在英国脱欧议题上，随着英国“硬脱
欧”预期不断增大，欧盟内部各方正就双边
贸易关税、英爱边界等核心议题持续拉
锯。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对英国“硬脱
欧”表现出“热情支持”态度。英国新任首
相约翰逊表示，将在G7峰会上表达“脱欧
决心”，并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以期在脱欧后迅速与美签署一份“可观”的
自由贸易协定。暧昧的“隔空喊话”让欧方
担心，美方的插手将使脱欧局面更加混
乱。一旦英美签署贸易协定，也将使欧洲
在艰难推进的欧美贸易谈判中陷于全面被
动状态。

法美分歧不少

在数字税方面，欧美间、特别是法美
间分歧巨大。法方认为，多年来欧洲受限
于以美国数字巨头为代表的大型跨国企

业在欧本土多样性避税及在区内低税率
成员国家的利润转移等行为，加剧了区内
各方分歧与分裂态势。美方则认为，法国
征收数字税严重损害了美企利益，针对性
明显，并强硬启动“301 调查”，致使双方
协调陷入僵局。

在气候变化领域，多年以来，法国始
终将《巴黎协定》作为彰显法国独立自主
大国外交的重要成果，并将其视为撬动法
国外交与经贸战略的重要抓手。法国政
府希望借 G7 积极探讨环境不平等现象，
重申法国对于《巴黎协定》的关注。然而，
美国已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此议题
亦将成为法美激烈斡旋的重要内容。

在伊核局势方面，自美国政府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后，法国就成为畅通对伊对
话、平息紧张局势、挽救协议的积极斡旋
者。但是，美国政府一再对伊采取“极限
施压”，将伊核局势推向崩盘边缘，甚至公
开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伊朗发出了

‘混淆讯号’，强调没有人能代表美国发
言”。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强硬回复：“在伊
朗问题上，法国有主权表达，不需要得到
允许。”法美间的激烈“喊话”再次凸显巨
大的立场分歧。

面对此次 G7 峰会的不确定性预期
与欧美跨大西洋伙伴间诸多分歧，有预
测认为，法方很难在关税、伊核协议及巴
黎气候协定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条件下签
署联合声明。有法国经济学家坦言，目
前仍很难预料 2019 年 G7 峰会能够取得
哪些具体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欧美在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深度调整期间，对规
则制定话语权、地区影响力及双方关系
主动权等领域的角力，仍将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持续。

多项议题颇具雄心 传统协调机制停摆

G7峰会将成发达国家“角力场”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当地时间8月24日至26日，2019年度七国集团（G7）峰会将在法国旅游胜地

比亚利兹举行。作为本次峰会的主席国，法国制定了多项颇具“雄心”的讨论议

题，旨在加强发达国家传统协调机制。不过，从欧美经贸摩擦到伊核问题博弈，

七国集团协调机制已陷入停摆状态，G7峰会也逐步沦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深度

调整的“角力场”。

欧盟委员会近日决定，自 8 月 14 日
起，向从印尼进口的生物燃料加征18%的
反补贴税。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称，此举
旨在为欧盟内生物燃料生产商重塑一个
公平竞争的环境，因为调查显示，印尼出
口商享有政府拨款、税收减免和低于市场
价格的原材料渠道。

据了解，欧盟委员会为回应欧洲生物
燃料委员会申诉，于2018年12月份对印
尼向欧盟出口的生物燃料开展反补贴调
查。2018年，印尼出口欧盟生物燃料为4
亿欧元，较上一年翻了两番。印尼棕榈油
协会数据显示，印尼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棕
榈油生产国，2018 年出口欧盟棕榈油产
品总值高达190亿美元，占印尼该领域出
口份额的15%。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加
征反补贴税措施是临时的，因为针对印尼
的反补贴调查仍在继续，不排除今年 12
月中旬以前这一措施最终成为法律。

此次加征反补贴税是欧盟针对印尼
生物燃料出口商再次“当头一击”。由于
印尼生产的生物燃料主要由棕榈油加工
而成，欧盟以“棕榈种植加剧森林滥伐和
烧林”为由，已于今年 3 月份将棕榈油从

欧盟年总值高达90亿欧元的交通领域可
再生能源市场中排除，导致印尼对欧盟棕
榈油直接出口严重受挫，不得不“改道”出
口生物燃料。印尼生物燃料生产商协会
主席图曼格尔预计，欧盟加征反补贴税将
使今年印尼生物燃料对欧盟出口规模缩
减近三成。

为此，印尼政府于8月16日正式向世
界贸易组织（WTO）递交了针对欧盟的抗
议信并威胁反制。印尼贸易部长路奇塔表
示，考虑到欧盟委员会有可能将加征反补
贴税措施延长至5年，印尼政府也将针对欧
盟出口的乳制品加征 20%到 25%的进口
税。路奇塔说：“政府已要求乳制品进口商
转向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供
应商，并将为上述商业对接提供便利。”

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早前率棕
榈油生产国理事会（CPOPC）代表团赴布

鲁塞尔斡旋时曾指出，欧盟针对印尼采取
此类非关税壁垒措施“缺乏科学依据”，实
质是“想保护欧盟的大豆油、菜籽油、葵花
籽等植物油生产商”，是“典型的双重标
准、保护主义和歧视行为”。达尔敏还放
话称，“要是在WTO难以解决争端，印尼
有必要重新评估与欧盟的关系”。

目前，双方贸易争端恐升级为一场外
交纠纷。印尼海洋统筹部长鲁胡特则在
会见棕榈油生产重地北苏门答腊省的
2000 多名棕榈种植农场主时表示，印尼
棕榈油产业自2015年开始实行可持续发
展变革，包括两年内停止发放热带雨林砍
伐和泥炭地清理许可等，政府为保卫对消
除贫困、扩大就业至关重要的本国棕榈油
产业，甚至不排除退出《巴黎协定》的可
能。印尼国会议长班邦则表示，立法机构
和行政部门这次应团结一致迎接挑战，捍

卫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欧洲议会已
决定自2021年起在摩托车用燃料中禁止
添加棕榈油，印尼国会将支持政府实行必
要反制。

其实，在棕榈油问题上，印尼并不孤
单。印尼总统佐科于 8 月 9 日专程访问
马来西亚，并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共同发声反对欧盟“歧视性举措”，这也
是两位领导人继今年 4 月份共同签署致
欧盟信件后再次就棕榈油问题采取协同
行动。印尼外交部一份声明显示，印尼
和马来西亚将继续坚持棕榈油可持续生
产，两国呼吁东盟与欧盟成立棕榈油专
项工作组。印尼外长蕾特诺称：“若持续
受到歧视，印尼和马来西亚不会保持沉
默，将会为了超过 2000 万民众的生计而
战斗。”

马来西亚是仅次于印尼的全球第二
大棕榈油生产国，两国于2015年11月份
共同发起成立了 CPOPC，旨在为棕榈油
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提供便利和
支持。马哈蒂尔早在欧盟对印尼加征反
补贴税前就警告称，棕榈油是印尼和马来
西亚两国的战略性产品，欧盟此举等同于
向两国发起“贸易战”，“马来西亚棕榈油
产业若因欧盟措施受到重创，我们不仅将
连同印尼向WTO提出申诉，还会暂停从
欧洲购买战斗机”。

出口严重受挫 棕榈油业堪忧

印马抗议欧盟生物燃料反补贴税
本报记者 田 原

棕榈油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的战略性产品，也是重要的生物燃

料原材料。欧盟对生物燃料加征反补贴税，引发两国强烈反对。印尼

已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并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坚决保护本国棕

榈油产业发展和农民利益；马来西亚也表示，将与印尼一道，坚决反对

欧盟“歧视性举措”。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

监管局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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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高攀 杨承霖） 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 7 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对 7月份是否降息及降息幅度存在分歧。

美联储最新公布的 7月 30日至 31日货币政策会议
纪要显示，有几位官员倾向于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认为美国实体经济继续向好；另几位官员倾向于在该
次会议上降息 50 个基点而不是 25 个基点，认为美联储
应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以更好解决过去几年通胀低迷
的问题。

纪要显示，支持 7 月份降息的官员主要提到三方
面原因：最近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出现减速迹象，特别
是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方面；从风险管理的
角度看，此次降息是稳健的；美国通胀前景仍然令人
担忧。

纪要还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本次会议降息
25 个基点属于周期中的调整，以适应近几个月来经济
形势变化，并不意味着美联储未来将继续降息。

美联储 7 月 31 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
调 25 个基点到 2％至 2.25％的水平，这是 2008 年 12 月
份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
易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美国债券市场近期发出经济衰
退的预警信号，市场人士预计美联储最早将于 9 月份继
续降息，以支持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
经济按年率计算增长 2.1％，远低于一季度 3.1％的增
幅。这显示贸易摩擦已对美国出口和企业投资造成不
利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据新华社柏林电 （记者任珂 张远） 英国首相
约翰逊 21 日访问柏林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
双方均表示希望实现英国有协议“脱欧”，但对如何实
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分歧。

这是约翰逊 7 月 24 日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出国访
问。约翰逊在双方联合记者会上说，英国希望有一个
脱欧协议，但不能接受当前的脱欧协议，尤其是其中的

“备份安排”。约翰逊说，“备份安排”有非常严重的缺
陷，应该从脱欧协议中删去。如将其去掉或进行修改，
脱欧进程就能快速推进。

默克尔在记者会上说，“备份安排”只是一个备份
选项，相信双方将在今后两年内找到最终解决方案。
但她表示，双方也可能在未来 30天内找到解决方案。

默克尔还说，如果英国和欧盟能重新界定双方未
来关系，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的边界管控就是多余
的了，而单一市场的整体性也能得到维护。她希望英
国实现有协议脱欧，但同时强调为无协议脱欧做好了
准备。

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马来西亚统计局日前公
布的国际投资状况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马来西
亚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已达 6675 亿林吉特，比去年同
期的 6051亿林吉特增加了 10.3%。

马来西亚经济持续增长是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
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东盟区域内多数国家同期经济
增长皆放缓下滑之际，马来西亚 GDP2019 年一季度
增 长 4.5% ，二 季 度 加 速 增 长 至 4.9% ，超 出 预 期 的
4.7%。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日前发布公告称，外国直
接投资稳健上升表明，马来西亚即便面对日益加剧的
世界贸易冲突，仍然是国际投资胜地，预计马来西亚全
年 GDP增长率在 4.5%至 5.0%之间。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
半年所批准的各领域外来投资为 495 亿林吉特，比去
年同期的 251 亿林吉特接近翻倍。其中，制造业投资
达 331 亿林吉特，较去年的 190 亿林吉特同比增长
74.2%。具体来看，美国投资 117 亿林吉特居第一位，
中国投资 48 亿林吉特排第二位，新加坡投资 31 亿林
吉特排第三位，日本投资 21 亿林吉特排第四位。331
亿林吉特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为马来西亚提供了
3 万多个就业机会。

巴基斯坦政府日前颁布“禁塑令”，首都伊斯兰堡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袋，违反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旁遮普省、信德省等地也将很快实施类似

法规。图为药店提供的收费环保袋。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摄
巴基斯坦颁布“禁塑令”

7月份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对降息存在分歧

英国新首相首次访德

英德对脱欧协议看法不一

总存量已达6675亿林吉特

马来西亚外国投资稳步增长

本版编辑 禹 洋

本报莫斯科电 记者赖毅报道：俄
罗斯经济发展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俄罗斯 7 月份经济增速达到 1.7%，1 月
份至 7 月份整体增长率也因此拉升至
0.9%。

2019年上半年，俄罗斯经济表现欠
佳。俄罗斯统计局数据显示，俄罗斯
2019 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 0.5%，
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0.9%，上半年经济
增长率为0.7%。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认为，7 月份的
快速增长得益于工业生产增长。0.5%
的经济增长率来源于俄罗斯工业发展。
2019 年 6 月份和 7 月份，俄罗斯工业分
别增长3.3%和2.8%，矿物开采分别增长
2.3%和 3.0%。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产量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 月份较去年同期
增长86.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2019年下
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1.6%至1.8%，因此全年增长率能够达到
1.3%的既定目标。同时，俄罗斯固定资
产投资年增长率有望达到3.1%。

得益于工业生产增长

俄7月份经济增速达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