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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 2019
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宣布政府将在未
来10年内，将国民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
龄分别延长3年，即从2022年7月1日起，
退休年龄从 62岁延长至 63岁、重新雇佣
年龄从 67岁延长至 68岁；到 2030年，退
休年龄逐步延长至65岁、重新雇佣年龄逐
步延长至70岁。同时，已年满55岁和60
岁者的公积金缴存比例，将从 2021 年开
始逐步上调至与未满55岁人群一致。

新加坡卫生部与华盛顿大学卫生统
计评估研究所的报告显示，1990 年至
2017 年，新加坡人的预期寿命比过去平
均延长了 8.7 岁，达 84.8 岁，已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随着
新加坡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多数年长者生
活压力日益增大，希望能继续留在工作岗
位上，尽可能自食其力，或者延缓退休时
间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为解决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
缺和照顾年长者社会成本增加等问题，新
加坡政府着眼更长远发展，拟借鉴日本等
国家的做法，在未来 10 年逐步提高国民

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的同时，继续协助企
业扩大居民继续工作的渠道，以充分利用
人力资源，让年长者继续贡献经验与智
慧，增加养老储蓄和保障，从而安度晚年。

然而，政府落实调高“两龄”任重道远，
需平衡各方利益。目前，年长员工希望能
延长职业生涯，但雇主却因担心成本上涨
和经济前景不明朗，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
灵活处理的空间。因此，政府需推出援助
配套措施，协助企业适应新条例。为此，新
加坡人力部于去年5月份成立年长员工劳
资政工作小组，深入研究提高年长员工退
休年龄、重新雇佣年龄及调高公积金缴交
率等相关难题，确保相关方案能够得到妥
善落实，以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及目的。

政府既要让不想早退休的人有机会
继续工作并有多种选项，又必须关注劳动
者、资方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实现共

赢。该工作小组通过一年多反复调研及
充分论证，以及近期经济增长出现回调等
因素，最终向政府提出四大建议并被采
纳。一是调高目前 62 岁的退休年龄到
65 岁；二是调高目前 67 岁重新雇佣年龄
到 70 岁；三是上调年长员工的公积金缴
交率；四是逐步落实计划，在2030年左右
达成前三个目标。

按照上述建议，公务员成为延长“两
龄”的第一批受益者。为顺利实施政府延
长“两龄”计划，新加坡公共服务署8月19
日宣布，公共服务部门将提前一年，即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退休年龄延长至 63
岁、重新雇佣年龄延长至68岁，将有超过
2000名公务员受惠。新加坡公共服务部
门是最大的雇主之一，聘有约 14.5 万名
公务员。与此同时，新加坡公共服务部门
也意识到，只靠修改法令还不足以协助公

务员延长职业生涯，将从多方面加大力
度，协助他们继续受雇，以解决人才和劳
动力短缺问题。其中，公共服务署将积极
鼓励并同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合作，重
新设计工作方式。例如，通过提高办公自
动化水平，减轻工作对公务员的体能要
求，以便公务员能在岗位上服务更长时
间；公共服务署也将同公共机构合作，提
供更多样化的办公选择，如兼职办公和灵
活工作制；为解决年长公务员的后顾之
忧，公共服务部门也将提供更多的关怀和
培训，讲解如何应付职业转型、退休、财务
规划、健康和人际关系等课题，协助他们
应对生活上的转变。在公务员带头延长

“两龄”的同时，李显龙鼓励私人企业也加
入这一行列，支持年长员工延长工作年
龄，取得经济独立。

新加坡政府在延长国民“两龄”的同
时，年长员工的公积金缴存比例也显著提
高。从2021年1月1日起，不同年龄层的
年长员工公积金缴交率会上调0.5个或1
个百分点，一直分步调整到 2030 年。具
体缴交办法为，56岁至 60岁员工的公积
金缴交率从 26%增至 37%，61 岁至 65 岁
的员工的公积金缴交率从 16.5%增至
26%，66 岁至 70 岁的员工的公积金缴交
率从12.5%增至16.5%。

应对老龄化问题 着眼更长远发展

新加坡延长国民退休年龄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迪拜旅游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19年上半年，迪拜过夜游客数量增
长了3%，达到836万人次。其中，来自中
国的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11%，达到 50.1
万人次；来自阿曼、菲律宾的游客数量分
别增长28%、29%，分别达到49.9万人次、
21.6 万人次。但是，受强势美元影响，来
自印度和英国的游客数量有所下降。据
迪拜旅游局局长希莱勒·马利介绍，迪拜
旅游业一直坚持多元化市场战略，避免过
度依赖任何一个单一市场，此举是为了应
对全球宏观经济对旅游业的影响。

统计显示，2019 年上半年来自迪拜
最大旅游客源市场印度的游客人数同比
下降8％至99.7万人次，来自第三大客源
市场英国的游客数量下降 2％至 58.6 万
人次。这是由于美元持续走高，阿联酋货
币迪拉姆与美元绑定汇率，导致印度卢比
及英镑汇率下跌，迪拜游对这两个市场的
游客来说变得更加昂贵。沙特阿拉伯仍
然是迪拜的第二大客源市场，上半年游客
数量同比增长2％至75.5万人次，其中在
开斋节期间游客数量增长了4.9％。

中国目前是迪拜第四大旅游客源市
场，迪拜旅游局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采取了“三管齐下”方式，其中包括在部分
平台上直接开展面向消费者的宣传活动；
定制个性化旅行计划，改善中国游客在迪

拜的旅游体验；在微信平台上推出迪拜旅
游助手应用程序等。

尽管迪拜旅游业呈现健康发展态势，
但据迪拜旅游和咨询公司STR的数据显
示，迪拜酒店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
和每间可售房收入在上半年继续下降，且
2020年“世博会”前迪拜新建酒店将持续

增加客房市场供应。迪拜旅游局的数据
显示，迪拜酒店数量增长 2％，达到 714
家，客房数量同比增长 6％，达到 118345
间。2019 年二季度，由于入住率下降
0.9％至 67.1％，迪拜酒店每间可售房收
入下降 13.1％至每晚 344.65 迪拉姆（约
合95美元），随着新建酒店不断增加市场

供应，每间可售房收入将下降到 2003 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

相比迪拜，阿布扎比二季度的酒店入
住人数则增加了 6.8%，这主要得益于斋
月期间来自沙特的游客数量激增。据阿
联酋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二季度，阿布
扎比酒店入住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120 万
人次，酒店总收入同比增长 3.7%至 120
万迪拉姆（约合 33万美元）。仅 6月份酒
店入住人数就同比增长24.6%，每间可售
房收入随之增长 23.8%。除了一系列针
对外国游客的促销活动，阿布扎比在开斋
节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精彩文化活动以及
与阿提哈德航空合作推出的过境游项目
是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的主要因素。

为推动旅游业发展，阿布扎比政府削
减了旅游行业的相关税费，并建立了一个
价值 6000 亿迪拉姆（约合 1644 亿美元）
的基金，以吸引大型娱乐项目、文化活动
落户阿布扎比，目前已建成项目包括阿布
扎比卢浮宫博物馆、华纳兄弟主题公园
等。据统计，二季度，阿布扎比主要景点
的游客访问量增加了 50%，其中主题和
休闲公园游客增加了62%，文化和历史遗
址游客增加了21.5%，博物馆游客增加了
22%。

阿联酋文化和旅游部对阿布扎比下
半年旅游业发展前景看好，尽管炎热的夏
季通常是旅游淡季，但阿布扎比推出的一
系列餐饮、音乐主题活动以及即将到来的
F1阿布扎比大奖赛将确保阿布扎比旅游
业持续蓬勃发展。

坚持多元市场战略 推出精彩文化活动

阿联酋旅游业持续蓬勃发展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王俊鹏

据新华社塔什干电 （记者蔡国

栋） 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国际投资论
坛”日前在乌锡尔河州首府古利斯坦举
行。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白俄罗斯
和哈萨克斯坦等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多家企业派代表参加论坛。

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州长米尔扎
耶夫在论坛上表示，今年以来，锡尔河州
已吸引 1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同时，
首个中乌合资工业园区位于锡尔河州境
内。自2009年成立以来，工业园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乌兹别克斯坦改革步伐加快，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速布局这一中亚国
家。数据显示，在乌经营外资企业主要
来自俄罗斯、中国、土耳其、韩国和哈萨
克斯坦等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外
贸、建筑业和农业等领域。

据乌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2019年
乌计划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2亿美元，是
去年的 1.5 倍。截至今年上半年，在乌
经营外资企业达9014家，较上年同期增
长 43.2％，其中六成以上外资企业集中
在塔什干州和撒马尔罕州。

自 2016 年米尔济约耶夫当选总统
以来，乌兹别克斯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推动经济改革，包括取消外汇兑换管制、
降低税负以及对引进外资给予优惠等。

举办投资论坛

乌兹别克斯坦吸引外资

“2019 秋季北欧室内设计展”日前在瑞典首都斯德

哥尔摩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约 800个参展商参展。图为

人们参观精美的家居用品。 （新华社发）
北欧室内设计展“精美”亮相

迪拜旅游局推出“中国年”活动吸引中国游客。 王俊鹏摄

为解决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和养老社会成本增加等问

题，新加坡政府拟在未来10年逐步提高国民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

同时协助企业拓宽年长者继续工作的渠道，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让

年长者继续贡献经验与智慧，增加养老储蓄和保障。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据尼日利亚《今
日报》报道，尼日利亚副总统奥辛巴乔近日在访美并与美
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次对话会上，盛赞中国的优惠贷款
给尼日利亚带来了良好经济发展前景。

报道称，尼日利亚债务管理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中国
贷款占到尼日利亚所有双边借贷总额的80%，用于建设
铁路、发电站和机场，帮助尼日利亚弥合巨大的基础设施
鸿沟。尼日利亚债管办特别强调，这些贷款仅占到尼日
利亚810亿美元总债务存量的3%。

奥辛巴乔表示，尼日利亚已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相比其他国家提供的利率约为 8%
主权商业贷款，他坚信利率仅为2%的中国低息贷款更有
竞争力，更能驱动发展，更能为尼日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成本低廉的融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一样开
出 1.5%至 2%的利率。中国的低息贷款不仅带来了资
金，还额外带来了尼日利亚最需要的技术，更增强了尼日
利亚市场竞争力。

奥辛巴乔表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中国的低息贷
款使得拉各斯—卡诺铁路成为可能。没有人愿意为尼日
利亚建造一条铁路，特别是私人资本绝不愿出资，因此借
贷低息贷款是尼日利亚最优选择。该项目由中国公司承
建，根据尼日利亚第五号总统令，在尼日利亚开展的项目
须优先考虑本地人才，因此尼方工程师也会参与这些
项目。

尼日利亚副总统访美时表示

中国优惠贷款带来经济发展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
策网近日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全球状况报告》显示，2018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产能为113吉瓦，名列全球第三，紧随
中国（404 吉瓦）和美国（180 吉瓦）之后。其中，德国风
能产能为59吉瓦，太阳能为45吉瓦，生物能为8.4吉瓦，
其他可再生能源为0.6吉瓦。

报告显示，从可再生能源人均产能来看，德国也位居
前列，人均产能为 1.4 千瓦，全球平均人均产能仅为 0.2
千瓦，欧盟的平均值为 0.7 千瓦。德国在此项排名中和
瑞典并列排名第三，紧随冰岛与丹麦。

报告显示，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能生产中所占比例
越来越重。目前，26%的全球电能生产来自可再生能
源。2018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领域已经连续4年超过
化石燃料能源和核能的总和。

德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功经验是政府政策和私
营公司共同参与。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德国所有商业投资中，10%用于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
源项目。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能源专家罗塔赫表示，随
着德国逐步淘汰核电站及煤炭发电站，可再生能源所占
比重不断加大，同时拉动了在能源网络、智能电网以及能
源储存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新项目也为外国企业
提供了更多商机。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巴基斯坦总
理伊姆兰·汗宣布，将于下月启动一项旨在向青年群体提
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其创业的贷款项目，项目计划向50万
名青年申请者提供总计 1000 亿卢比（约合 6.3 亿美元）
贷款。伊姆兰·汗表示，巴基斯坦青年群体有着极强的创
业激情和工作能力，对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将使其有
能力投资创业，更好地服务于地方产业发展。

为增加项目执行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消除寻租风险，
保证项目透明，巴政府此次专门设立了一个门户网站，用
于记录跟踪全部贷款申请人的信誉记录。申请人按照信
誉高低和贷款用途可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可申请最大
贷款额度为 10 万卢比至 50 万卢比，第二类可申请最大
额度为500万卢比。该网站还将把申请人信誉记录信息
发送至总理办公室，供总理本人掌握项目贯彻落实情况。

另外，针对以往类似项目普遍存在贷款发放率偏低
的问题，巴政府此次还极大放宽了贷款申请条件，如申请
人无需出具第三人提供的还款担保证明，便可直接在门
户网站上提交贷款申请。申请通过后，门户网站会告知
申请人直接到相应银行获取贷款。巴政府在项目第一阶
段指定的放款银行包括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开伯尔银行
和旁遮普银行。此次贷款项目还放宽了申请人可利用贷
款投资的领域，目前增长潜力较大且青年群体擅长的信
息科技、电子商务均在其中之列。

巴基斯坦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日前，政府制定
完成了国家青年发展战略路线图，其中除了青年贷款项
目外，还包括青年企业家计划、绿色青年、创业巴基斯坦
等多个分项目，将于未来陆续启动。

最新报告显示

德国可再生能源产能全球第三

为50万申请者提供1000亿卢比

巴基斯坦将启动青年贷款项目

群山深处好风景

欧洲之峰位于西班牙北部，是西班牙认定的第一个

国家公园。每年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亲近大自然，享

受山中的美景和清凉。图为游客边休息边欣赏风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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