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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商务部主办的“2019中国建筑建材（越南）品

牌展”日前在越南河内开幕。来自中国广东、上海、浙江、

江苏、贵州、河北等地的 43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建筑

及装饰材料、建筑五金、木材及木制品、卫生洁具、混凝土

及工程机械类产品等。图为越南客商在展位前咨询。
本报驻河内记者 赵 青摄

中国建材亮相越南

本版编辑 禹 洋

9月12日，欧洲主要经济体股票指数

全线走高。德国DAX指数、英国FTSE指

数 、法 国 CAC40 指 数 和 意 大 利 FTSE

MIB 指数当日分别上涨 0.4%、0.1%、

0.4%和 0.9%。推动股市上涨的主要原因

是欧洲央行当天宣布推出了刺激经济增

长的“货币政策大礼包”。

欧洲央行当天不仅宣布下调存款利

率 10 个基点，更要从 11 月 1 日新行长拉

加德就任之日起，启动自 2016 年以来的

新一轮量化宽松进程。如此一来，欧洲央

行存款利率跌至历史新低，为负 0.5%。

换句话说，欧洲人到银行存 100 欧元，原

则上一年后从银行只能取出来99.5欧元；

欧洲商业银行用贴现过的面值 100 万欧

元票据向欧洲央行再贴现，欧洲央行不再

“雁过拔毛”而是全额给付。

至于本轮量化宽松的主要工具，欧洲

央行基本锁定了定向长期再融资业务等

银行资产购买或银行贷款支持计划。欧

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特别指出，下一阶段基

准利率要么保持要么更低，新一轮资产购

买则将按照每月200亿欧元的进度推进，

而且不设时限，直到达到货币政策目标，

即通货膨胀率在中期内回升至接近但不

高于2%的水平。

总的来看，欧洲央行重启量化宽松是

为了防范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尤其是通货紧

缩。由于制造业不景气及全球经济走弱，

加之贸易战和英国脱欧影响，欧洲通货膨

胀率持续低位运行引发经济增速普遍下行

预期。市场预计，即将公布的二季度欧元

区经济环比增长率为 0.2%，较一季度的

0.4%减半，创下4年来新低；同比增长率为

1.2%，较一季度下降0.1%。增速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家庭消费和公共支出不振，出口

环比增速则呈停滞状态。欧洲央行刚刚结

束的议息会议将2019年和2020年经济增

速分别从6月份预计的1.2%和1.4%，下调

至1.1%和1.2%；同时将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从 1.3%、1.4%和

1.6%，下调至1.2%、1%和1.5%。

德拉吉毫不讳言，虽然仍有成员国反

对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重启“量

宽”，但这次“政策大礼包”就是要对通货

膨胀率持续下行和经济衰退风险上行作

出反应。至于负利率对养老金、保险金及

相关金融服务的影响，德拉吉称欧洲央行

将“密切关注并充分参考历史经验”。尽

管如此，德拉吉仍暗示存在继续降息或加

大“量宽”力度的可能，因为欧洲央行新班

子对通货膨胀率的展望也是负面。

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吉这次还专门点

名一直以来的“好学生”——德国“要多花

钱”。德国政府早前释放信号，财政预算

可能从今年的4580亿欧元大幅削减至明

年的 2310 亿欧元，后年甚至削减至 1860

亿欧元。德拉吉认为，相较于宽松的货币

政策，德国等“仍有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

及时且有效地展现决断力”对欧元区经济

增长更具重要性，“面对衰退风险，货币政

策的作用已经快到头了，欧元区成员国是

时候让财政政策担当主力了，也就是要增

加投资，这样才能让欧洲央行释放的流动

性通过贷款进入实体经济，同时尽可能减

少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法国

财长勒梅尔则干脆直接喊话：“欧元区迫

切需要更多投资，鉴于德国在欧元区的重

要性，德国应肩负促进创新和发展基础设

施的重要责任。”

事实上，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们早在

7月份就呼吁德国平衡贸易顺差、增加公

共支出，积极防范经济衰退并支撑欧元区

增长。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继二季

度萎缩 0.1%后，三季度德国经济将继续

萎缩 0.1%，商业信心指数将跌至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低点，这意味着德国将陷入

“技术性衰退”。

欧洲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迪莫表示，

汽车等德国支柱行业出口减缓明显，外需

走弱引发的制造业疲软正向物流、建筑等

行业蔓延，第二产业吸纳就业人数自今年

春天开始下滑，失业率已连续 4 个月上

行，失业人口规模年底前恐接近 230 万，

衰退正在威胁出口导向型的德国经济。

德国的境况，使提振内需成为欧洲经济决

策者们的共识。

欧洲财政委员会已建议对《欧洲稳定

和增长公约》作出重大改革，即简化欧盟

支出规则以助力低利率时代的投资。全

球基础设施港前首席执行官希斯科特认

为，目前欧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较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低了 20%，

“正确的投资具有自我偿付属性，无疑将

拉动经济增长”。

据了解，欧盟委员会已确认了规模为

7000 亿欧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重点

包括交通、农村发展、智慧城市、可再生能

源、循环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不过，这

一举动也引发了市场关于欧洲会否因“债

务增长快于实体经济发展”而重蹈主权信

用危机覆辙的担忧。加拿大一位经济学

家尖锐地指出：“欧洲必须引领全球经济

发展，而不是靠全球经济‘喂食’。”

欧洲央行重启“量宽”下猛药
田 原

近日，空气污染成为了东南亚国
家 的 热 门 话 题 之 一 。 自 9 月 10 日 以
来，新加坡南部 PSI （空气污染指数）
在 24 小时内高达 99 点，创下今年最高
值。当天，马来西亚国内 19 个地区空
气污染达到不健康水平，PSI 值高达
200 点 ， 导 致 东 部 地 区 部 分 学 校 停
课。14 日，新加坡再度出现严重烟霾
天 气 ， 24 小 时 的 空 气 污 染 指 数 突 破
100 点，这是继 2015 年遭受严重空气
污染以来，新加坡空气质量首次达到
不健康水平。

素有“花园城市”美誉的狮城笼罩在
烟霾之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将造成
本地严重烟霾的矛头指向印尼苏门答腊
中部和南部地区持续出现的干旱天气以
及森林火灾。

早在8月初，印尼政府就宣布婆罗洲
加里曼丹省和苏门答腊岛上的 6 个省份
进入紧急状态，国家灾害应变总署也调度
数千名军方和警方力量投入扑灭森林大
火行动。针对印尼国内大火扑而不灭甚
至火点激增的状况，印尼总统佐科表示震

惊，并下令军方、警方及减灾署等相关机
构全力预防和制止火情扩散，并称将开除
任何未能解决森林和陆地火灾的官员，以
免愧对他国。

然而，总统令下达至今一月有余，收
效甚微，其国内部分地方星星之火仍呈燎
原之势，烟霾愈演愈烈。

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网站14日公
布的数据，新加坡全岛再次出现烟霾情
况，空气中弥漫着烧焦味。16时许，24
小时 PSI 值介于 86 点至 103 点，其中西
部的 PSI 值达 103 点，已进入不健康水
平。东部、南部、中部、北部的 PSI 值
则分别为 86 点、97 点、88 点以及 89
点，直逼不健康警戒线。全岛 1 小时
PM2.5指数介于每立方米90微克至158微
克之间。

随着新加坡 PSI 在过去一周逐渐升

高恶化，许多民众戴上了口罩，采取减少
上街、改善饮食结构等应对措施。新加坡
国家环境局提醒市民，PSI一旦进入不健
康水平，应减少在户外长时间激烈运动。
年长者、孕妇、孩童、患有肺部或心脏慢性
疾病者，应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如感到
不适应马上就医。

污染源头究竟来自何方？马来西亚
与印尼各执一词。马来西亚环境部长表
示，环境部已与外交部共同向印尼政府发
出正式外交照会，向印尼政府指出扑灭林
火是当务之急。印尼森林与环境部长则
回应称，印尼政府已经证实，当地林火引
发的烟霾至今并未飘向邻国。

正当马来西亚与印尼争执不下之
时，新加坡环境局发布文告称，已在印尼
苏门答腊地区探测到 537 个火点，比前
一天的 380 个增加四成。印尼的廖内省

和占碑省的火点持续带来中度至浓厚的
烟霾，并吹向马来西亚半岛的多个州；加
里曼丹虽有 749 个火点，根据风向该处
烟霾暂时不会吹向新加坡，但也不排除
风向发生变化后可能使新加坡空气达到
不健康水平。

面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指责，
印尼坚称本国禁燃情况已大有好转，新马
两国烟霾并非由印尼造成。无奈之下，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只好拿出东盟设在新加
坡气象中心拍摄的燃火点图像作证，让印
尼无可辩驳。

印尼烟霾3年后卷土重来，除了让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民众陷入不安之外，也引
发了东盟各国的普遍担忧。2016 年，东
盟各国形成的“无烟霾”共识有可能半途
而废，原定争取 2020 年之前在该区域实
现“无烟霾”的目标恐难实现。

姑且不论污染源究竟来自何方，当严
重危害人们健康的烟霾现象发生时，需要
区域内国家本着对本国和邻国人民身体
健康负责的态度，积极采取有力应对措
施，尽可能把危害降到最低。就中长期而
言，应在兼顾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
面找到平衡点，舍小我顾大局，共同携手
合作面向未来，积极应对挑战，共同守护
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近日，欧洲央行重启“量宽”，推出了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大

礼包”，下猛药防范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尤其是通货紧缩。然而，市场分

析人士认为，欧洲央行结束量化宽松购债计划不到一年就重回“量宽”，

相关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实现通胀目标上发挥的作用将非常有限。

欧洲央行呼吁各成员国采取必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污染无国界 狮城很无奈

印尼烟霾三年后卷土重来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印尼烟霾3年后卷土重来，除了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民众陷入不

安之外，也引发了东盟各国的普遍担忧，2016年达成的争取2020年之

前在东盟区域内实现“无烟霾”目标恐难实现。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

泉报道：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
发布题为《2019年大宗商品与
发展：大宗商品依赖、气候变化
和巴黎协定》的研究报告指出，
气候危机对大宗商品所涉行业
造成冲击，并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风险。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
发展中国家需要以经济多元化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报告说，依赖大宗商品出
口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财政
和技术支持，落实已承诺的气
候行动计划。实现经济结构及
出口多元化，是这些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挑战的最佳方式。多
元化既可以横向推进，如敢于
开发新产品和创造新行业，以
减少对现有商品的依赖；同时，
也可以纵向展开，包括促进商
品价值链向上移动，以增加价
值。多元化战略成败的关键在
于能否提出并落实一系列横向
政策，如通过对教育和卫生领
域投资来加强人力资本，并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促进个别
行业的发展。

报告认为，面对气候变化，
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
家风险最大，也更容易受到冲
击。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
经济上高度依赖那些极易受到
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行业。其
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受影响
最为严重，这些国家很大一部
分商品出口收入来自渔业，但
海洋表面温度上升对这些国家的渔业构成了重大风险。
此外，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产的负面影响在低纬度地区
更为严重，大多数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位于
该区域。

报告提出，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重压
之下迎来了实现经济多样化和现代化的机会。例如，在
全球对可再生能源需求方面，太阳能光伏电池、风力涡轮
机和电动汽车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方兴未艾，相关原材
料储量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前景看好。同时，应对气候变
化也刺激了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
展中国家亦能从中受益。

报告呼吁，各国针对《巴黎协定》作出的承诺缺乏足
够魄力，若要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的水平，
各国减排承诺需增加 4 倍，这需要各国展现更强的政治
意愿，调动更大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实施绿色财政政策
有助于执行气候行动计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此，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亟待加强采取气候
行动的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和监管能力。同时，发达国家
需要履行其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
境友好型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应对气候危
机的全球努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基图伊表示，气候危机对依
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生存威胁，如果现
在不采取果断行动，其中一些经济体将面临经济崩溃。
几十年来，面对动荡的市场和气候变化，大宗商品出口依
赖一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处于脆弱状态。因此，这些国
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评估和挖掘其经济多元化潜
力，以减少对大宗商品出口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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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姜俏梅） 根据日本总务省
公布的数据，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为
28.4％，在 201 个国家和地区中高居榜首。这预示着日
本将进入超高龄社会，医疗、看护、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
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为3588万人，比上年
增加 32 万人。以性别来看，65 岁以上人口中男性有
1560万人，女性有2028万人。以年龄划分，70岁以上人
口有 2715 万人，80 岁以上人口有 1125 万人，90 岁以上
人口有231万人，100岁以上人口有7万人。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日本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在 2025 年和 2040 年分别达到 30％
和 35.3％。分析认为，相关数据显示日本老龄化问题日
益突出，改进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向老人提供购物和交通
等方面援助迫在眉睫。

鉴于劳动力不足，65岁以上人口已成为日本就业人
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在日本，65岁至69岁
人 口 就 业 率 为 46.6％ ，70 岁 至 74 岁 人 口 就 业 率 为
30.2％，7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9.8％。

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世界最高

日本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
普华永道日前在匈牙利专门举办了面向中
资企业的中东欧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中
亚地区投资政策研讨会，以进一步帮助中
资企业了解该地区的投资和关税政策，拓
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思路，尤其是
用好该地区推出的吸引外资新政策。研讨
会重点介绍了匈牙利关税和补贴等优惠政
策，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
中资企业的影响以及在中东欧、俄罗斯、乌
克兰和中亚地区的投资机遇。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匈牙利
二季度GDP增长4.9%，环比增长1.1%，在
欧盟成员国中表现亮眼。专家分析，拉动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服务业和投
资。普华永道匈牙利顾问张西斯说：“匈牙
利政治稳定，中匈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目前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最大投
资目的国，投资风险最低；9%的公司所得
税和15%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属于欧盟最低
水平，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匈牙利新能源、
物流、农产品以及食品等领域具有较高的
投资价值。”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经商处工作人员王
雅超表示，研讨会有利于中资企业加深对
匈牙利以及相邻地区投资环境的了解，能
帮助中资企业熟悉并遵守欧盟以及所在国
法律法规，确保在匈投资收益和成效。

中东欧投资政策研讨会举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了

“遇见中国”大型文化宣传活动。龙狮舞、太极拳、武术、踩高跷等表演，

汉服试穿、中医、书法、茶艺、中国画等主题展示吸引了众多瑞士民众前

来了解中国文化。图为龙狮舞表演。 本报记者 杨海泉摄
在瑞士“遇见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