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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关贸总协定到世
贸组织，全球贸易体制在支持经济发展、促进
国际和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多边贸
易体制的历史经验看，贸易和外交政策一直
是相互交织的，外交政策往往是贸易利益的
延伸；各方能否处理好彼此贸易争端，轻则影
响贸易关系及流动，重则事关全球发展与稳
定。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盛
行，国家间相互贸易限制成为诱发经济萧条
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后，受其惨痛教训警
示，各国本着对和平与安全的渴望，共同推动
建立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并确立了支持多边
经济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的原则精神。因此，
今天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各国对二战反思的结
果，是值得国际社会珍惜的历史性成果。

1947年10月30日，23个国家在瑞士日
内瓦签订有关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国际性多边
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尽管主要谈判者最
初存在严重分歧，但在有关各方的巨大努力
和决策魄力下，在短短6个多月时间里就结
束了艰苦的谈判工作。从1948年到1995年
的47年里，关贸总协定规定了世界贸易的大
部分规则，并引导国际贸易进入历史上增长

率最高的时期。关贸总协定在当时是具有划
时代意义且相对比较完善的多边贸易体制，
但由于未能达到规定的正式生效条件，该协
定一直以《临时适用议定书》形式发挥效力。
为更好地履行维护全球贸易长久稳定的使
命，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应运而
生。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
制迈出的这一步堪称跨越式进步。世贸组织
为解决全球贸易争端创造了新的机制和程
序，包括设置争端解决机制及其上诉机构，确
立具有国际法强制执行效力的裁决机制，因
此被称为带“牙齿”的国际组织。

在过去25年里，世贸组织不断发展壮
大，机构、职能和规则等不断完善，成员共识
日益大于分歧，包括一致同意对世贸组织规
则实行重大改革，以完善全球贸易流动。迄

今，世贸组织成员已增至164个，贸易总量占
国际贸易98%以上。2015年，世贸组织成立
20周年时，恰逢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理
第500个贸易争端案件。对此，世贸组织总
干事阿泽维多当时表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深受成员信任，成员认为这是解决贸易
争端的公平、高效机制。

自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其发展中成员
和发达成员就各种贸易争端提出了大量申
诉，大多数申诉涉及补贴和反倾销，以及对各
种关税制度、食品安全措施等提出的申诉。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相关规则鼓励成员通
过相互协商找到争端解决方案，力争避免争
端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使得许多争端案件在
咨询和协商阶段就已得到化解。

然而，由于美国滥用世贸组织一票否决

机制，单方面阻挠上诉机构遴选新成员，
2019年12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因上诉机构法官人数不足难以正常运
转，遭遇世贸组织成立近25年来的首次“停
摆”危机。

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历程启示人们，维
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对全球贸易
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化解贸
易争端的最佳方式是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及规
则下，协商解决矛盾或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并
接受裁决。如果不承认规则，亦不通过行之
有效的机制解决矛盾，甚至损害机制，全球
贸易可能又将回到“丛林法则”时代。当务
之急，各方应协商一致以尽快启动上诉机构
法官遴选程序并使之恢复正常运转，为世贸
组织25岁生日献上一份实实在在的贺礼。

风雨兼程 期待改革
——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25周年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2020年新年之际，世界贸易

组织迎来了25岁生日。1995年

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诞生，标志

着二战后国际贸易体系建设迈出

重要改革步伐。当前，多边贸易体

系面临挑战，全球贸易低迷不振。

此时回顾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历程，

再次强调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

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于促进国际贸

易及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2020年1月1日，克罗地亚开始担
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欧盟理事
会最新发布的《主席国工作展望》中，克
罗地亚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建设“发展的
欧洲、互联互通的欧洲、安全的欧洲、有
影响力的欧洲”四大优先目标。

首先，促进欧洲进一步发展。要努
力缩小成员国间、地区间发展差距以实
现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增强经济和
社会的凝聚力和融合度；要加快数字化
变革以提高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并推动农业进一步现代化；要落实
《巴黎气候协议》、发展低碳和循环经济、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环境，进而打造
一个“绿色欧洲”。其次，促进欧洲互联
互通。要加快建立统一的交通、能源、数
字经济体系，尤其是高质量且安全的数
据基础设施和整合优化的能源市场。第

三，强化欧洲内部安全。要通过充实资
金、实施边境管控、加强联合执法、促进
信息技术系统兼容、保护个人数据和隐
私、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方式强化欧盟
内部安全。第四，提高欧洲国际影响
力。要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努力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积极
推广欧洲价值观并维护欧洲利益。

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认为，“克
罗地亚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维护和平、
充满希望的欧盟”。然而，作为欧盟最年
轻的成员，首次“掌印”的克罗地亚要实
现上述目标仍面临多重考验。

一是在新形势下大国协调颇为困
难。在英国1月底前脱欧及英欧关系面
临重塑的大情况下，英法德“权力三角”
破裂使得欧盟权力结构重新洗牌。克罗
地亚仍属于欠发达经济体，在英欧关系

重塑等重大议题上，“富裕的老大哥们”
能在多大程度上听“六岁半穷小弟”的招
呼还是个问题。二是欧盟中长期预算瓶
颈难以突破。目前，欧盟理事会就欧委
会提交的《欧盟多年预算框架2021—
2027（草案）》仍难达成共识，在预算总
规模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三是欧
盟扩围仍举步维艰。克罗地亚主张以欧
盟扩围提升欧盟国际影响力。然而，法
国对此却坚决反对，要求重新评估和设
计欧盟扩大方案。特别是克罗地亚自己
加入申根国家的请求，仍受到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掣肘。

克罗地亚短短六个月的任期，虽不
能根治欧盟一体化进程中诸多系统性、
结构性疑难杂症，但希望能对成员国起
到凝神聚气的作用，为7月1日德国接
力推动欧盟实质变革打下基础。

提出四大优先目标 更加关注发展议题

克罗地亚“掌印”欧盟挑战不小
本报记者 田 原

图为世界贸易组织日内瓦总部外景。 杨海泉摄

第 27 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弗
赛德灯光节日前举行，现场流光璀璨，
洋溢着浓厚的新年气氛，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观看。

图为人们在里弗赛德灯光节上欣
赏彩灯。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里弗赛德灯光节

庆新年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9年12月30
日公布的人口估测数据显示，美国人口增长自2015年起持
续放缓。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说，2019年美国人口为3.282
亿，自2018年7月以来仅增长0.48％。2015年，美国人口
数量较前一年增长0.73％，之后人口增长逐年放缓。

报告认为，美国人口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年自
然增长数量和国际移民年净增数量双双下降。2019年，美
国出生率继续下降、死亡率继续上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降
至95.7万，为过去40年来首次降至100万以下。与此同
时，国际移民净增数量自2016年以来逐年减少。2018年
至2019年间，移居美国的国际移民净增数量为59.5万人，
而2015年至2016年间为104.7万人，最新数字为过去10
年来最低水平。

报告还显示，美国人口自2010年4月以来增加1950
万，增幅为6.3％。2010年7月至2019年7月间，美国人口
平均年增长率为0.66％，低于前一个十年的0.97％。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

美国人口增长持续放缓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根据越南统计总局日前
发布的数据，2019年越南GDP增长达7.02%，这是越南连
续第二年经济增长超过7%，超额完成了年初提出的增长
6.6%至6.8%目标。

具体来看，农林水产业增长2.01%，对国民经济贡献率
为4.6%；工业和建设业增长8.9%，贡献率为50.4%；服务业
增长7.3%，贡献率为45%。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的同时，
CPI维持了较低水平，全年增幅为2.79%，创3年来新低。

越南全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到
517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634.5亿美元，实现顺差99.4亿
美元。加工制造业继续在越南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全年
增长率达11.29%。国内贸易、服务活动稳定增长，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8%，为2016年至2019年期间最高
水平。越南全年吸引外资380亿美元，为10年来最高水
平，实际利用外资203.8亿美元，创历史纪录。

越南对于2020年经济发展继续充满信心，越南总理阮
春福在日前召开的工贸部门工作会议上提出，2020年加工
制造业要增长12%，出口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

越南统计总局发布数据

越南2019年GDP

增长7.02%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日前发布报告称，全球碳排放量在2009年后稳步下
降几年之后，从2017年开始回升。报告呼吁，要减缓气候
变化，必须减少碳排放量。

报告显示，全球碳排放量在2017年增加了1％，在
2018年又增加了2％。近年来，中国的碳排放量逐年减少，
原因是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加，经济增长已更加依靠服
务业而非制造业。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碳排放量
则在不断增加。2018年，除美国外，所有七国集团经济体
的碳排放量均出现下降。美国碳排放量增长是由于工业生
产复苏，同时也有可能源于恶劣的天气。

IMF指出，在过去5年中，能源强度（即每单位GDP的
能源使用量）和碳强度（即每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的下降
一直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量的增长。但是，2018年能源强度
对减排的贡献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工业生产周期性回
升所致，其结果是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下降无法抵消人口和
全球人均收入增长、尤其是人均收入在2017年和2018年
回升导致碳排放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

全球碳排放量再次上升

据新华社万象电 中老铁路供电项目
开工仪式日前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中老铁路供电项目建设地点涉及中老
铁路沿线的老挝北部4省1市，项目将新
建268千米115千伏输电线路，配套扩建
11个出线间隔，将中老铁路10座牵引变
电站接入老挝国家电网。

中老铁路供电项目是保障中老铁路如
期通车运营、推进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的关键项目。中国南方电网公司表示，项
目将于2021年3月底前具备供电条件，确
保中老铁路2021年12月如期通车。

中老铁路北起老中边境口岸磨丁，南
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414公里。该铁路全
部采用中国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建设，设
计时速160公里，为电气化客货混运铁路。

中老铁路供电

项目开工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为认真贯彻落实江西省委、省政府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
决策部署，促进我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南昌大学抚州医
学院建院升本，根据《江西省“十三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规划》和
江西省人民政府《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办学体制改革工作有关问
题会议纪要》（赣府专纪[2018]53号）精神，决定面向全国引进社
会力量举办抚州医学院（筹），建本成功后举办抚州医学院。现公
告如下：

一、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简介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东临路9号。

学校2000年成建制地并入原江西医学院，2005年随江西医学院
一起与南昌大学合并，2014年正式更名为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是南昌大学所属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的二级学院。现有在校
生8625人（其中本科生3771人、专科生4854人），在岗职工总数
215人（其中在编教职工108人，合同制聘用人员107人），离退休
教职工68人。学校占地面积578.47亩，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
米。现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等本科专业和临床医学（普
通、麻醉、影像、全科）、药学、护理、医学检验技术等三年制专科专
业，学生就业前景良好。2019年10月11日，根据江西省人民政
府《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办学体制改革工作有关问题会议纪要》
（赣府专纪[2018]53号）精神，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由南昌大学移
交抚州市政府管理。

二、项目合作内容
（一）依法引进社会力量后，抚州医学院（筹）性质为非营利性

民办高校，在省委编办登记为事业单位。
（二）社会力量举办方须经过3—4年的筹建，将抚州医学院

（筹）建成并获教育部批准为本科层次的民办医学院校。
（三）社会力量举办方分阶段投入抚州医学院（筹）建本

所需经费（约5亿元），其中，社会力量举办方在依法取得抚

州医学院（筹）举办权30天内注入2亿元，2021年1月注入2
亿元，2022年 1月注入1亿元；对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现有
3.25亿元债务进行担保并承担利息，待建本成功后，社会力量
举办方在三年内清偿3.25亿元债务或按银行贷款要求按时偿还
贷款。

（四）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现有资产经评估确认后，注入抚州
医学院（筹），与社会力量举办方的投入共同构成抚州医学院（筹）
法人资产，实行分类登记、分类管理。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现有
资产由抚州市国资委监管。

（五）在合作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年内，社会力量举办方须投入
约6亿元新建成并运营一家不少于500个床位的三级综合性医
院，作为抚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非学校法人资产）。

三、社会力量举办方基本条件
社会力量举办方须为独立法人，其所在企业集团须是位列中

国企业500强，并在上交所（或深交所、港交所）等主板或创业板上
市，产业中有教育或医疗卫生板块的企业。

四、社会力量举办方确定方式
通过报名确认、签订承诺、招商洽谈、实地考察、酝酿遴选、会

议研究等程序，对投资候选对象的办学目标、办学理念、经济实
力、发展成效、社会信誉等进行综合比选，择优确定社会力量举办
方。

热诚欢迎国内有办学实力、公益情怀、教育情结、合作精神
的企业法人前来洽谈。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到江西省抚州市教育体育局报名。报名电话：0794-8263410。
联系人：黄志刚（13979432173）、王胜国（13979489989），联系地
址：抚州市赣东大道1343号。

江西省抚州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引进社会力量举办抚州医学院（筹）的公告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5∶05 印完时间：6∶15 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