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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的预测
报告显示，欧元区四季度经济面临萎缩风
险，预计今年欧洲实际 GDP 增长率将仅
为 1.4%，跌至 201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欧委会近期更是将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
期分别下调至1.1%和1.2%，预计今明两
年欧元区通胀均为1.2%。欧洲中央银行
最新一期金融稳定报告认为，欧元区经济
前景将出现恶化。同时，区内成员国经济
放缓步伐明显，作为欧元区“引擎”的法、
德两国经济增长持续承压，意大利增长陷
入停滞，加之英国脱欧仍存诸多不确定
性，这些因素都将对欧元区经济造成负面
影响。对此，法国经济学界呼吁，面对欧
元区潜在衰退风险，欧洲需要更多货币与
财政政策支持。

面对欧元区经济前景暗淡，市场普遍
预期欧洲央行未来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
策，通过重启庞大的债券购买计划刺激通
胀和经济增长，但从近期各项经济晴雨表
反馈看，欧洲货币政策工具箱即将“触
底”，且各成员国对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
也存在争议，如德国、荷兰等资金充裕国
家坚决反对恢复购买债券的决定。

法国经济学界认为，当前欧元区经济
呈现整体放缓趋势，并存在衰退风险，虽
然还远未达到诱发系统性危机的程度，但

诸多具体风险已经呈现出来。在2015年
至2017年间，欧元区经济年增长率高于
2%，但在制造业持续不振的情况下，多家
国际机构陆续下调了欧元区2019年经济
增长预期，欧洲经济进入了低增长和低通
胀长期并存状态。另外，欧委会也曾表示
不打算在 2020 年至 2021 年释放更多的
刺激政策，这将意味着欧洲央行已没有更
多政策工具用于应对潜在的经济衰退。

对此，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皮萨尼·
费里认为，问题主要是此前过度“出口型”
引领政策的效果消耗殆尽所致。加之，自
去年年底以来，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及
单边主义的持续性威胁，欧洲及国际贸易
遭受沉重打击，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普遍
性放缓及汽车等制造行业衰退等，欧洲正
持续承受严峻的外部风险。

让·皮萨尼·费里认为，挽救欧元区经
济放缓危机不能仅依靠刺激性的货币政
策，需要使用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拳”，
并推动包括能源转型等投资政策为市场
释放更多活力。此前，欧洲央行的平均利

率曾在一整个经济周期内降低了5个百分
点，并已呈现负利率趋势。在证券市场
上，相关货币政策也不再对政府债券利率
产生明显作用，货币政策的支撑效应已经
见底，欧洲已不能再过多依靠宽松性货币
政策了。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比
利时等主要国家已没有更多政策空间，且
这些国家的经济占欧元区GDP超过52%。

目前，仅德国有能力继续释放更多刺
激性，但碍于德国本身的债务法规，其政
策空间也极为有限。鉴此，欧洲国家预算
已集体处于“准瘫痪”状态。虽然欧委会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宽财政监管标准，但
仍不足以使欧元区具备足够的应对风险
能力。同时，欧元区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
开始显露，且相关补充性措施的刺激效果
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释放出来。

针对成员国债务的GDP占比标准也
在欧元区内引发普遍争论，以法国为代表
的高债务国家认为，这一在高利率货币环
境下设计的标准在当前负利率形势下应
有所调整，欧洲不应受限于这种“教条式”

的平衡。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表示，“我
们需要更多的扩张性政策、更多的投资，
欧洲不能成为禁忌之地，特别是在国家债
务的 GDP 占比标准方面应更具灵活
性”。但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外贸型经济
国家则坚持需要通过严格标准规制成员
国财政行为，以防范出现系统性风险。

欧洲学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呼吁尽
快对欧洲《稳定公约》实行改革，赋予陷入
危机的国家更多灵活性，甚至有学者建议
欧洲央行执行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
德曼设想的“直升机撒钱”方案，即各成员
国将财政刺激方案上交欧洲央行，由后者
向公民发放无息永久性贷款，以此带动区
内消费市场，提振经济发展动力。这种超
越欧洲成员国议会管控的刺激方案也再
次凸显当前欧洲面对衰退威胁，在财政与
货币政策的抉择方面仍存巨大不确定性。

让·皮萨尼·费里建议，在当前欧洲政
策工具箱明显乏力情况下，能源转型投资
可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抓手。据统计，脱
碳计划将为欧洲每年带来约占欧元区
GDP2%的额外投资需求，且符合欧洲目
前关于投资限制规则的例外条款。同时，
欧洲需要进一步扩大投资范围，积极支持
生态转型计划，并优先考虑有助于确定各
方共同目标的行动，各国政府也应给予充
足的财政支持，并尽力消除公共政策领域
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消除就业与投资领
域的消极影响，为绿色经济与能源转型奠
定坚实经济基础。

面对欧元区潜在衰退风险，法国经济学界呼吁——

欧洲需要更多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经济前景暗淡、货币政策工具箱几乎触底，挽救欧元区经济放缓危

机不能仅依靠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更需要使用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

拳”，并推动包括能源转型等投资政策为市场释放更多活力。

“大而不能倒”，这是今年 5 月份在
高盛公司举办的投资会议上，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对南非国有电力公司的评价。
寥寥数语，不仅强调了南非国有电力公
司在南非经济运行中发挥的支柱性作
用，同时也折射出该公司目前深陷困境
的事实。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于 1923 年，
是一家运营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等业
务的垂直整合电力公司。这家“百年老
店”目前是非洲最大的电力生产者，发电
能力跻身世界前七大电力公司之列，销售
额排名世界前九位，产能约占南非电力的
95%，占非洲使用电力约45%。

拥有如此庞大的体量，南非国家电
力公司本该是南非人的骄傲，但近年来
却频频传出令人揪心的消息：弊案丛生、
经营不善、债务规模急剧膨胀……尤其
令广大民众诟病的是该公司动辄祭出大
规模“拉闸限电”措施。一旦实施限电举
措，南非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即受到严
重影响，工厂减产、商店闭门、交通堵塞，

不少企业和个人不得不购置发电机以备
不时之需。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南非拉闸限电
达270个小时，民众苦不堪言。随着南非
进入夏季，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发布警告
称，大规模用电特别是工厂用电极有可能
导致发电机组停机。该公司董事局主席
兼代理首席执行官杰布·马布扎强调，“我
们的大多数电站都需要维护，这样才能提
高其使用的可靠性”。

熟悉南非电力行业的市场分析人士
认为，造成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经营困境的
因素是复杂多元的。首先，该公司长期存
在人浮于事现象。据估计，目前员工人数
超出实际需求 30%至 40%。其次，该公
司采购环节存在漏洞，变相增加了公司经

营成本，降低了整体效益。此外，南非目
前电网电力传输、接纳和容纳能力不足的
缺陷，制约了新发电产能。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经营困境成了南
非政府的一块“心病”。为了帮助该公司
渡过财务难关，南非国家能源局今年3月
份同意公司提升电价的要求，电价自
2019/2020财年开始，将连续3年分别提
升 9.41%、8.1%和 5.22%。在 6 月份当选
总统后的首份国情咨文中，拉马福萨提
出，将在未来10年内为南非国家电力公
司提供 2300 亿兰特（约合 155.19 亿美
元）救助。10 月下旬，南非议会通过了

《特别拨款法案》，为向该公司紧急拨付
590亿兰特救助资金开了绿灯。

南非国有企业部长普拉温·戈尔丹在

近日公布的《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在变革的
电力供应行业中的发展路径图》文件，被
视为南非政府应对该公司困境的综合方
案。在这份文件中，南非政府将公司的困
境集中于财务、治理、运营、结构以及应对
气变承诺等领域。文件提出，将逐渐废除
该公司一家独大的地位，把公司按发电、
输电和配电业务拆分重组。不仅如此，公
司目前拥有的发电站也将被拆分为三个
集群，以便集群之间展开竞争，从而提高
发电效率，降低发电成本。公司今后还将
从社会上的独立发电厂商购入电能，丰富
电力供应来源。

不过，对于《路径图》文件提出的解决
方案，市场反应仍然比较谨慎。非洲最大
律师事务所 ENSafrica 中国企业服务部
部长招君雄认为，一分为三的分拆重组方
案很难在中短期内实现，这主要是由于南
非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且南非政府也为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提供了多笔巨额担保，
大部分借款安排均要求南非国家电力公
司保持其垂直整合业务模式以确保现金
流。一旦失去垄断性市场地位，很可能触
发各债主引用合同中的提前回收条款，
导致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甚至南非政府
陷入难以修复的财政困境。

经营困境成“心病” 政府投资“开路灯”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期待重振雄风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陷入经营困境，频频拉闸限电，严重影响南非民

众正常生活。为帮助该公司走出困境，南非政府紧急拨付救助资金，并

为其设计应对方案。然而，市场的反应仍然比较谨慎，分析认为，分拆

重组方案很难在中短期内实现。

中国品牌商品展在波哥大开幕
2019年中国品牌商品（哥伦比亚）展日前在哥伦比亚首都波

哥大会展中心举办，海扶医疗、长安、比亚迪、海康威视、中国一汽
等40多个中国品牌亮相展会。图为中国一汽工作人员在展位上
介绍产品。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最新报告显示，未来15年内，多
数经合组织成员国医疗支出增速将超过国
内生产总值增速。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成员国
医疗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将从2018
年的8.8%跃升至2030年的10.2%，人均医
疗支出增速将达到2.7%。2018年美国和
瑞士医疗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遥遥
领先，分别为16.9%和12.2%；德国、法国、
瑞典、日本也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接近
11%；卢森堡、墨西哥、土耳其等均低于经合
组织平均水平，在4%至6%区间。

该报告指出，由于肥胖症和糖尿病引
起心血管疾病高发，19个成员国人均预期
寿命出现下降，吸食毒品导致的死亡率自
2011年来上升了20%，空气质量不佳引发
疾病致死率已升至0.4%。

报告对经合组织成员国提高医疗支
出效率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增加生物
医药支出占比有助降低用药总成本，德
国、智利、新西兰、英国在这一指标上已经
超过75%，但瑞士仍不足25%；第二，医疗
体系应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从而缓解医疗
服务价格压力，目前成员国内约一成工作
岗位与医疗行业相关；第三，增加病患安
全投入，尤其要注重防范医治期间的
感染。

经合组织最新报告显示

成员国医疗支出将提升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首份针对中
企在巴基斯坦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报告以
中国电建卡西姆燃煤电站为案例，列举了项目建设中有
利于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的先进做法，以及企业致力于
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理念。

在建设模式方面，卡西姆燃煤电站建设中创新性采用
了产业链整合模式，即将项目的投资开发、设计监理、建
设、运营维护四大环节合为一体。这一模式通过将投融
资、建设管理、资产管理的全流程实行一体化整合，极大优
化了企业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在质量控制方面，卡西姆燃煤电站建设过程中严把
质量关，尤其是采取了“看齐标杆”的做法，专门设立展示
区用于展示并推广诸如管件焊接、水泥浇筑等作业中的
标准化样板。这一做法不仅对项目本身起到了提高建设
质量、杜绝安全风险的作用，更极大帮助了项目雇用的巴
基斯坦本地劳工树立标准化意识。

在环境保护方面，卡西姆燃煤电站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仅在电站设计上遵循了中
国国内、巴本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多项先进标
准，还设立了环保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确保项目运营全
时段环保达标。此外，项目还制定了多项内部管理规定和
作业流程，确保在环保上不出意外。在上述措施共同作用
下，卡西姆燃煤电站荣获2018年巴基斯坦环境卓越奖。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在发布仪式上表示，该份
报告的发布对于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中企具有示范
意义，对于巴基斯坦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中远海运陆海
快线平台公司日前与奥地利铁路货运公司达成收购其所
属匈牙利比克铁路场站15%的股权协议，今后双方将正
式成为资本层面的合作伙伴，希望能够共同打造海铁联
运新产品，共同拓展中东欧和巴尔干物流市场。

匈牙利比克铁路场站位于布达佩斯，占地22.3万平
方米，集装箱堆存能力达7500个标准集装箱，年吞吐量
可达23万个标准集装箱。奥地利铁路货运公司在奥地
利和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地区具有物流运输竞争
力，2017年中远集团推进中欧陆海快线项目后，双方合
作的集装箱货运量实现大幅增长，尤其匈牙利比克铁路
场站作为中转站的作用更为凸显。

负责铁路运输的匈牙利创新和科技部国务秘书拉斯
洛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说：“我们希望进一步增
强匈牙利作为中东欧物流枢纽的地位。匈牙利‘向东开
放’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十分成功，并正在产生巨
大效益。匈中合作建设的匈塞铁路完成后，将成为希腊
到欧洲的最快路线，使匈牙利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表示：“2018年在全球贸
易增速放缓情况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额同比增长
21%，达82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与欧盟其他国家的贸
易合作也稳步提升。中国与欧洲各国贸易数据逆势上
扬，与中欧陆海快线和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营密不可
分。中远海运欧洲公司是中欧陆海快线和中欧班列重要
牵头者和参与者，此次入股比克铁路场站，将进一步提升
匈牙利在中欧商贸物流发展中的支点和枢纽作用，并为
欧洲各国提供新的市场机遇。”

首份在巴中企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

卡西姆燃煤电站项目成典范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非洲基础设施
建设财团近日发布《2018 年非洲基础设施融资趋势报
告》指出，2018年非洲基础设施融资同比增长24%，首次
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08亿美元。

报告显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主要行业的融资
承诺都有所增加，其中能源行业增加显著，吸引了总额
438亿美元的融资承诺，创下历史新高。信息通信技术
部门在2018年也获得了创纪录的71亿美元承诺，其中
大部分来自私营部门。报告特别指出，2018年中国融资
承诺较此前3年间平均水平提升65%，是非洲基建融资
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该报告也指出，非洲基建领域仍然存在严
重的资金缺口。报告说，每年非洲基建所需资金为1300
亿美元到1700亿美元，尽管2018年获得承诺的资金大
幅增加，但资金缺口仍然不容小觑。

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所有行业中，水和卫生设施的融
资缺口最大。非洲各国在该领域每年融资需求高达560
亿美元至660亿美元，但2016年至2018年间融资承诺
年均仅130亿美元。

2018年同比增长24%

非洲基建融资首超千亿美元

拓展中东欧和巴尔干物流市场

中欧陆海快线入股匈牙利堆场

边 交 会 上 生 意 忙

首届缅甸（腊戍）－中国（临沧）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
日前在缅甸北部城市腊戍举办。图为人们在边交会上选
购商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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