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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最
新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亚
经济增长率仅为0.5%，2018—2019财年

（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增
长率为1.4%，低于1.8%的增长预期，这是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慢经济增速。

事实上，澳大利亚经济放缓早已有迹
象，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年初以来澳
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持续萎缩；企业信心
不足投资下降；零售销售长期不振，7 月
份消费市场更是出现加速下滑。

澳联储认为，澳大利亚经济前景不
甚乐观，预计2019 年和2020 年经济增
长率将为1.8%和2.25%，而实际情况可
能比这一预测还要糟糕。市场人士担
心，澳政府大力推行的减税和降息措施
无法产生“刺激效应”。不过，澳总理莫
里森并不认为澳经济会陷入衰退，认为
从 7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减税措施将刺激
澳经济回升。

目前，消费低迷已经成为拖累澳大利
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截至8月份，澳
大利亚零售消费市场已经连续9个月萎
缩，而且零售业下滑速度有所加快。一份
针对约200家服务业公司的调查报告显
示，今年8月份澳大利亚服务业企业销售
价格和销售额均出现下降，主要是因为零
售业销售和新订单下降，部分建筑行业需
求放缓。报告认为，虽然就业水平保持不
变，但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工资收入增长缓
慢以及家庭债务居高不下，致使消费者心
态普遍谨慎，造成澳大利亚零售市场低迷
不振。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信心不足也是一
个难点。据统计，澳大利亚二季度公共固
定投资总额同比减少了 5.41 亿澳元，降

幅为 2.3%，预计投资支出对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的贡献率将减少 0.1%。为此，一
些企业正在计划减少资本投入。

澳大利亚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澳
政府应当实施更积极的公共投资。当前，
虽然澳联储利率政策已经处于创纪录的
历史低位，但私人投资普遍因为找不到好
项目而处于观望状态，澳政府应该考虑加
大公共投资，以提振短期需求和生产率提
高。不过，问题在于澳政府坚持其预算盈
余政策，不愿意冒险出台更大的财政刺激
措施，导致出现预算赤字。

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来说，二季度澳大
利亚出口收入大涨是个好消息。据统计，
由于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扬，铁
矿石出口季度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98亿

澳元，今年二季度澳经常项目账户顺差
58亿澳元，扭转了一季度逆差29亿澳元
的局面，这是自1975年以来澳大利亚首
次实现经常项目账户顺差。

此外，澳大利亚二季度消费品进口总
额减少5.29亿澳元，同比下降2%。澳大
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认为，澳大利
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政年度贸易顺差来
之不易，当前仍要警惕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带来的风险。

虽然二季度经济数据十分疲软，但澳
大利亚政府仍寄希望从 7 月 1 日开始实
施的减税措施和低利率政策能够见效。
在过去两个月里，大约140亿澳元的所得
税减免已经返还给了澳大利亚公民。同
时，澳大利亚也将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
资，并吸引更多私人企业加大投资支出。
澳联储预计在今年内可能再次降息，现金
利率将下调至0.75%，澳房地产市场有望
触底回升。市场人士预测，随着澳大利亚
政府3020亿澳元减税计划落实到位，以
及更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出台，澳大
利亚经济或可能继续保持已经连续29年
的增长。

投资信心不足 零售销售不振

澳大利亚经济疲态尽显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翁东辉

巴基斯坦本届政府自去年执政以来，
针对本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双高
的经济状况，一直以解决脆弱性、增加稳
定性作为其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采取了
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放缓基础设
施建设、压缩商品进口、增加税收、提高价
格等一系列稳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在根本
上是以牺牲增长来换取稳定。

巴基斯坦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巴 2018/2019 财年经济增速仅为 3.3%，
较本届政府执政前2017/2018财年5.8%
的增速大幅下跌，创下近9年来最低。在
付出增速代价的同时，巴经济稳定性实现
了稳步提升。本财年首月的 7 月份经常
账户赤字同比减少72.8%，巴政府日前发
布的执政首年政绩报告也表明，巴经济稳
定性的基础正在逐渐牢固。

在经济稳定性得到有效改善的利好

下，巴政府近来接连就下一阶段经济政策
释放出转型信号，即不再以保稳定作为绝
对优先目标，而是向谋发展、促增长的方
向逐渐转型。在执政首年政绩报告发布
仪式上，巴总理新闻事务特别助理费尔多
斯·阿什克·阿万表示，随着上一年建立牢
固经济基础，下一年将成为发展和繁荣之
年。巴总理财政事务顾问阿布都勒·哈菲
兹·谢赫也表示，巴基斯坦将奉行以增长
为导向的经济政策。

日前，巴总理伊姆兰·汗召集负责经
济事务的全体内阁成员召开专题会议商
议下阶段经济发展路线图，核心议题是实
现经济复苏。会议作出了巴所有大型发
展项目必须加速建设的部署。在资金保

障上，会议将公共部门开发支出金额从本
财年预算中的7010亿卢比（约合44.9亿
美元）上调至 9500 亿卢比（约合 60.8 亿
美元），表明尽管政府仍面临财政困难，但
支持发展型项目的明确态度。在制度保
障上，总理布置针对所有大型项目要设立
连续性进度汇报机制以保障其建设进
度。会议还要求计划发展部、工业部等相
关部门加强自身执政表现，以加快水坝、
道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加速推进
巴经济特区软硬件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

受前一阶段巴政府经济政策过于强
调保稳定、财政支出大幅缩水影响，部分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建设进度不可避免地
受到负面影响。目前，随着巴经济脆弱性

的缓解及其经济政策从保稳定向促增长
调整，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有望重回快车道。

近期，伊姆兰·汗就对一号干线铁路
升级改造项目作出了要加快进度的指示，
称该项目对于提升巴铁路客货运力有重
大意义，并强调该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框
架下最重要的战略项目。这一态度表明，
巴政府已不再单纯为节省财政开支而对
大型基建项目持回避态度，只要项目建设
对巴国家长期发展有利，巴政府将全力予
以支持。除此之外，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
其他在建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也将受此轮经济政策调整的积极推动，
不同程度上有所加速。

巴基斯坦经济在经历了过去一年“不
惜一切保稳定”的过渡期后，当前正在以
更加稳固的基础重新寻求增长。在巴政
府这一更加务实的政策下，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未来将迎来基础设施、民生福利、产
业技术多点开花新局面，从而为巴基斯坦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回归以增长为导向 加速基建项目建设

巴基斯坦经济政策转向促增长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瑞士央行近日发
布的《2019年瑞士银行数字化和金融科技应用调查》报
告指出，金融科技创新在竞争激烈的银行业中蓬勃兴起，
导致银行业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些传统参与者或
倒闭出局；瑞士银行正在考虑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数字服
务，但囿于瑞士科技初创企业在新技术普及方面存在诸
多障碍，瑞士银行数字化转型进展总体缓慢。

该报告是在对瑞士 34 家银行（管理瑞士 80%的资
产）调查基础上完成的。报告显示，在瑞士，关于金融科
技的讨论不断增多，但与英国、德国、中国和美国等国家
相比，金融科技目前在瑞士的地位依然不够高，市场对数
字银行的认可度也十分有限。此外，支付软件和设备的
普及程度也较低。尽管数字银行在某些细分市场已经取
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参与者的市场总体表现平平。总
的来说，瑞士银行数字化转型缓慢，在许多业务流程中，
数字化程度远低于理想目标。

报告指出，瑞士银行普遍将数字化竞争与挑战视为
行业的一种发展演化，而非颠覆性革命，很少有瑞士银行
认为瑞士金融业将被金融创新浪潮彻底颠覆。因此，瑞
士银行业正集中精力将现有业务运营数字化，例如支付
和抵押贷款业务，而不是拓展新服务。

瑞士银行数字化进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顾
客保守的消费习惯有关。调查显示，平均而言，客户在银
行办理抵押贷款申请时，只有25%的办理流程实现了数
字化，8%的业务咨询客户会使用数字化服务，通过大众
借款平台办理的贷款数量也很少。在移动支付领域，由
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日常购物中移动支付使用比例还
比较低。

瑞士央行研究报告显示

瑞士银行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近日最新发
布的《贸易融资鸿沟、增长和就业调查》报告称，高达1.5
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融资差额，正在对全球创造就业、促
进增长、抵御经济动荡相关努力形成掣肘。

该报告基于对全球各大银行、贸易企业、出口信贷机
构的调研分析，贸易融资鸿沟将持续阻碍“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新增就业、融合增长和女性
赋权等领域。报告指出，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申请未通过
率为45%，但大型企业仅为17%；女性领导的企业未通过
率为44%，但男性领导的企业为38%；超过六成受访银行
预计未来两年内贸易融资鸿沟会继续扩大，区块链等金
融科技虽有助缩小上述差距，但目前又缺乏全球统一
标准。

亚行贸易和供应链融资事务负责人贝克表示，巨大
的贸易融资鸿沟是拖累经济增长和延缓消除贫困的全球
性挑战，尤其是给中小企业和女性领导的企业增加了融
资困难，因此必须尽快拓宽稳定、有效且可持续的新型贸
易融资渠道。

亚行发布报告称

贸易融资鸿沟掣肘全球经济增长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日前发布最新调查报告，预测新加坡今年全年经济增
长率为0.6％，远低于3个月前预测的2.1％。

由于新加坡经济二季度表现欠佳，加上全球经济增
长乏力，新加坡贸工部已于5月份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从1.5％至3.5％，下调到1.5％至2.5％。新加坡二季度
经济同比增长仅为0.1％。

经济师预测，新加坡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为
0.3％。具体到各个领域，制造业和批发与零售贸易今年
全年萎缩程度可能扩大。3个月前，经济师预测制造业
萎缩0.2％，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预测制造业全年萎缩
2.4％。预计全年通货膨胀率为0.7％，不包括住宿和陆
路交通费的核心通胀率为 1.2％，皆低于之前预测的
0.9％和1.4％。

报告显示，受访经济师认为，新加坡经济面临的最大
下行风险是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不过，将这项因素排在
第一位的比率已由之前的94.1％降至88.9％。多数受访
经济师预期，新加坡可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
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受贸易紧张局势拖累

新加坡再次下调年度经济增速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

道：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2019年世
界电信展9月9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开幕。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表示，2019
年世界电信展将为各国政府、企业家和
投资者提供一个在移动网络、5G、人工
智能以及智慧城市等多种多样领域创造
新商机的重要平台，新技术和新机会对
经济增长和寻找到新发展路径至关重

要。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全球仍有一半
人口没有连接到网络之中。今后，国际
电联将与各国合作伙伴继续努力，将基
础设施扩展到更多贫困地区。

布达佩斯曾举办 2015 年世界电信
展，当时确定把中小企业发展列为国际
电联的优先事项之一。赵厚麟说：“今
天，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超过150家中
小企业参展。国际电联一直支持的中小
企业正站在数字化转型第一线，他们在

创新领域创造着更多的就业机会。”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匈牙利新的

经济模式侧重于竞争力、创新和企业家
精神。匈牙利已经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目前匈牙利数字经济规模
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雇用超
过40万人，居欧盟第三位。匈牙利现已
成为欧洲数字经济中心之一，未来希望
更多欧洲国家也朝着数字经济方向发
展。”

20192019 年世界电信展举行年世界电信展举行

巴政府近来接连就下一阶段经济政策释放出转型信号，即不再以

保稳定作为绝对优先目标，而是向促增长方向逐渐转向。

参观者与中国电信“hello 5G”智能机器人互动。 翟朝辉摄

澳大利亚经济放缓早已有迹象，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年初以来

澳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持续萎缩；企业信心不足投资下降；零售销售长

期不振。

据新华社东京9月9日电 日本财务
省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和服务
贸易逆差增大，7 月份日本经常项目盈余
同比减少1.3％，降至约2万亿日元（1美元
约合 107 日元），这是日本连续 61 个月保
持盈余。

数据显示，受国际贸易局势紧张影响，
7月份货物贸易逆差约为745亿日元。其
中，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减少3.9％至约6.5
万亿日元，进口额同比减少3.0％至约6.58
万亿日元。包括旅游和物流在内的服务贸
易逆差约为2299亿日元。

7 月份，日本海外投资收益继续保持
增长。数据显示，当月包括利息、红利在内
的海外投资收益为2.39万亿日元，同比增
长1.2％。

日本7月份经常项目盈余同比下降

据新华社柏林9月9日电 （记者朱
晟） 德国联邦统计局9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德国 7 月份商品出口总额环比增长
0.7％，同比增长3.8％，好于市场预期。

从地区分布来看，当月德国对欧盟成
员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对欧盟以外国
家和地区出口额同比大涨9.8％。数据还
显示，德国7月份商品进口总额环比和同
比分别下降1.5％和0.9％。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理于尔
根·弗里德里希当天表示，7月份出口数据
良好显示德国产品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

自 2018 年下半年起，德国经济增长
动能持续减弱。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
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德国经济今年第
二季度环比下降0.1％。德国联邦政府预
计，今年德国经济增速为0.5％，低于去年
的1.5％。

德国7月份出口额环比增长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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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约堡日”户外音乐节活动举行

南非人气最高的户外音乐节“华为约堡日”活动日前
举行。尽管位于南半球的约翰内斯堡春寒料峭，却丝毫
不影响现场的火爆氛围。图为活动现场热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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