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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政府日前推出了雄心勃勃的为期3年
发展计划（PSDP PLUS），计划涉及53个大
型项目，投资总额5.2万亿卢比（约合336亿
美元），以刺激经济增长并为青年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

基建带动发展

这项发展计划规模大大超过了巴财政部
和计划发展部每年推行的公共部门发展项目
（PSDP）。巴基斯坦政府认为，因受财务管理
不善、资本外逃、去工业化和贸易永久失衡等
各种因素制约，仅靠PSDP难以带动巴经济
持续高速增长，实施新的大型基建计划势在
必行，以此带动经济走出低谷。希望通过实
施重大项目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更好融合，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帮助私营部门在巴
超过2.16亿人口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发挥
潜力。

发展计划将在 2020/2023 财年实施。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已原则上批准了该
计划，并要求除发展计划中的大型基建项目
外，相关部门也应推出更多基建项目，促进经
济发展。

发展计划旨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创
造更多就业机会。据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估
计，该国要实现每年130万人就业，实现更大
幅度减贫，年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6.6％。
为实现这一增长目标，巴政府推出了新发展
计划，希望通过大规模基建投入，促进经济持
续增长，使经济增长率从目前的3.3%提升到
该发展计划结束时的6.7%，同时通过增长提
供更多就业机会。

为更好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巴将大力改
善投资环境，为企业投资提供更多便利，使其
参与基建活动有利可图。为此，将修订现有
投资规则和法规，在经济领域建立强大的政
府与社会资本伙伴关系（PPP），政府还将在
土地使用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两大领域发力

新发展计划将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在
11个行业中建设29个项目，全部依靠社会
资金投入，希望吸引到187.4亿美元直接投
资。预计上述项目完成后将每年为政府带来
1.02万亿卢比（约合66亿美元）非税收入，以
及690亿卢比（约合4.4亿美元）税收。第二

类涉及7个领域24个项目，政府以可行性缺
口补助给予有限投入，主要依靠社会资金，上
述项目需要投入2.3万亿卢比（约合148亿美
元）。预计第二类项目完成后，将每年带来
120亿卢比（约合0.77亿美元）税收。

新基建计划主要涉及以下领域：一是道
路建设。建设南部信德省苏库尔至海德拉巴
六车道高速公路，该高速公路可在PPP基础
上建设、运营及转让，同时建设一条连接卡拉
奇和白沙瓦长达527公里公路。二是港口附
属设施。建设瓜达尔港船舶补给设施，设立
海上浮动酒店和餐厅，在俾路支省沿海地区
经营邮轮和开发度假胜地。三是空中旅行服
务设施。允许在卡拉奇、拉合尔和伊斯兰堡
等主要机场特许经营，同时将在主要旅游目
的地建设简易机场及跑道。四是能源设施。
企业在工厂、工业区和经济特区实行再生能
源发电，并通过输电轮安排传输。同时，还将
建设水电站，满足一些工业区的生产用电。
五是建设环保设施。分别在卡拉奇、拉合尔
和白沙瓦建立生活垃圾环保发电站，以及废
水生产尿素工厂。此外，计划还涉及建设光
纤网络，引入5G服务，开发度假胜地，以及
铁路、采矿、运输及农业项目。社会资金可能
对铁路、矿山、运输、农业发展等项目缺乏兴
趣，政府有限资金将在实施上述关键项目时
起到作用。

重在促进增长

有关专家指出，巴政府推出新的发展计
划表明，巴不再以保稳定作为经济绝对优先

目标，而是向促增长方向转变。伊姆兰·汗政
府自执政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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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了寻求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减少政府支出、
增加税收等系列措施，效果明显。目前，“双
赤字”显著改善，在进口进一步压缩的同时，
出口保持增长，外资流入有所恢复，卢比汇率
和外汇储备稳定，巴经济稳定性实现了稳步
提升。最近，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巴基斯坦
经济前景从“负面”上调为“稳定”，就是对巴
经济稳定性的肯定。在此基础上，巴政府将
促增长作为经济发展优先目标，希望通过大
型建设项目，带动经济腾飞，实现长久发展和
繁荣。

不过，要实现这项发展计划也面临许多
困难。长期以来，巴政权更迭频繁，安全形势
堪忧，加上政府部门行政效率较低，企业投资
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另外，巴基斯坦税
负较高，水、电、燃气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总体
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根据世界银行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对190个经济体的
全球营商环境便利程度排名，巴基斯坦排名
第108位。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
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巴基斯坦位列所有
141 个国家第 110 位，属于南亚地区较低
水平。

巴基斯坦总理财政顾问谢赫近日在巴工
商管理协会2019年年度会议上也承认，减
贫、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投资、鼓励自由经
济并干预限制政府投资决策是巴经济发展面
临的三大挑战。

刺激经济增长 创造就业机会

巴基斯坦推出新发展计划
本报记者 赵中文

由日本著名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
捕》中，杜丘与警察斗智斗勇，一次次躲过追
捕，查出了诬陷自己的真凶，还了自己清白。
类似的还有美国电影《胜利大逃亡》，希腊故
事中更有《特洛伊木马》。2019年最后几天，
这三个故事在日本“上演”了。日产汽车公司
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冲破日本法院的保释
条件及海关限制，成功逃离日本到达黎巴嫩，
这一消息让日本炸了锅。

瞒天过海金蝉脱壳

东京时间2019年12月31日中午时分，
戈恩通过其美国的新闻代理人发表声明称：

“自己现在身在黎巴嫩，已经不是日本偏颇司
法制度下可以预测的有罪之身。”

东京地方法院于2019年3月份、4月份
分别两次同意戈恩保释，但附加了非常严苛
的条件。日本出入国管理厅称，未发现戈恩
的出国记录，因此认定他是以非法手段离开
日本。日本法院当天取消了对戈恩的保释决
定，要求将其捉拿归案，日本政府已通过外交
渠道与黎巴嫩政府交涉引渡事宜。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信息，2019年12月

29日夜晚曾有一架从关西国际机场飞往伊
斯坦布尔的私人飞机起飞，飞机经停土耳其
后飞往黎巴嫩。有报道称戈恩夫人同机入
境黎巴嫩，日本媒体则称其夫人可能是逃脱
事件的总导演。黎巴嫩治安当局当天通过
国营通讯社发布消息称，戈恩是用法国护照
和黎巴嫩居民证入境的，该国“没有禁止其
入境的任何法律理由”。

有消息称，戈恩是在圣诞节逃离被监视
住所的。白天他还与日本律师会面商讨新年
后应对法庭辩论的细节，当晚他曾举办圣诞
晚宴，并安排乐队前来助兴，戈恩隐藏在乐器
箱子中离开了住所。

日产雷诺表现糟糕

戈恩曾被誉为日产汽车的“救世主”和
“经营之神”。1999年，已经连续7年亏损、
负债2万亿日元的日产汽车获得雷诺54亿
美元注资，从此组建了雷诺日产经营联盟，这
也是日本汽车业民族品牌并入跨国经营的首
个案例。

戈恩出任日产汽车最高经营责任人后，
实施了一系列大胆举措，使日产汽车公司两

年内扭亏为盈，2003 年出任董事长兼
CEO。2005年戈恩同时兼任雷诺公司董事
长，2016年又主导了对三菱汽车公司注资并
兼任三菱董事长，从而形成了雷诺—日产—
三菱联盟，该联盟2018年上半年汽车销量居
全球第一。

然而，2018年11月19日，戈恩因涉嫌
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故意少报个人收入等
罪名被日本警方逮捕。东京地方检察院发表
的公告指责戈恩于2010年度至2014年度瞒
报个人收入50亿日元以上。此外，他还涉嫌
伪装投资目的转移投资资金、挪用公司经费
等渎职行为。

戈恩出逃事件再次将日产与雷诺推到
了风口浪尖。日产汽车公司在戈恩丑闻之
后的一年时间里已经两次更换CEO。积极
配合检察院调查戈恩违法案件的继任总裁
西川广人曾一度被日本媒体视作维护民族
企业的英雄，但执掌公司半年后被曝出其
本人违反公司内部程序，通过一项股票增
值权计划额外获取4700万日元收入，给企
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被迫下台。紧
接着，该公司又任命曾主管海外业务的副
总裁兼东风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内田诚

出任社长兼CEO。
但是，一年来雷诺和日产汽车因受管理

层混乱的影响，业绩下降。两公司股价分别
下跌28%和23%，成为表现最差的世界主要
汽车制造商。同时，两公司新合作项目也因
此毫无进展。

可能动摇司法制度

戈恩逃离日本后，世界主要媒体纷纷报
道，称这是日本2019年年末的一场大戏。逃
离事件引发日本法律界极大震惊。一位前检
察官称，此事件“可能动摇日本的司法制
度”。特别是近年逐渐放宽的保释制度将重
新收紧。据日本最高法院统计，在一审前获
得地方法院裁定保释的人员，从 2008 年
14%提升到了2018年的32%。特别是2009
年开始实行国民参与刑事案件陪审员制度以
来，长期拘押人员明显减少。但保释中的出
逃人员开始增加，从2008年 102起发展到
2018年的258起。有专家预测，今后日本法
院批准的保释条件将更加苛刻。

由于日本与黎巴嫩没有引渡协议，戈恩
引渡问题也可能成为日本新的外交难题。

上演大片 全国炸锅

日产前董事长戈恩逃离日本尴尬了谁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田晓军报道：近日，保加利亚著名
媒体《24小时报》以《中国奇迹帮助世界消除贫困》为题，盛
赞中国在消除贫困和建设中等收入社会目标上所取得的
成就。

文章说，2019年中国有超过1000万人摆脱了贫困。
中国正处于实现消除贫困和建设中等收入社会目标的最
后阶段。文章认为，中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努力结果，消除贫困是中国在社会和
经济发展中的首要目标。中国政府为消除贫困制定了明
确的计划，并一直在寻找解决贫困的方法。联合国发展
中国家合作问题特使乔迪·切迪克说，这是世界的一个
典范。

文章说，目前全世界有7亿多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
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将消除极端贫困作为
首要目标。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
家，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2018年联合国大会第73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地区
消除贫困的决议，记载了中国“对贫困人口的精准援助”的
思路和做法。中国在电子商务发展方面的经验表明，中国
的网络零售商为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同时，行业创新正
在帮助消除贫困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计划到2020年完成消除该国极
端贫困问题。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使国际社会
对消除贫困的斗争充满信心，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
贡献。

保加利亚媒体刊文

为中国扶贫成就点赞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
发布报告认为，在出口持续增长和建筑业强劲发展的支撑
下，2019年柬埔寨GDP实际增速约为7%，通货膨胀率保
持在2.5%左右。

其他方面，经常账户赤字将在2018年占GDP12%的
基础上有所扩大。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强劲，主要集中在房
地产和银行业。国际储备总额约相当于7个月的进口额。
金融环境宽松，私人部门信贷增速加快，2019全年有望同
比增加28%，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房地产和建筑行业。
财政收入增长依然亮眼，全年有望继续保持财政盈余。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恶化可能使柬埔寨经济面临严重
下行风险。由于存在全球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和欧盟对柬
EBA优惠措施暂停等风险，2020年柬埔寨GDP增速可能
降至6.8%。

2019年柬埔寨经济

依然强劲

本报约翰内斯堡电 记者蔡淳报道：第二届南非中资
企业招聘会日前在约翰内斯堡米德兰加拉格尔会议中心
举办。

据悉，此次活动由南中经贸协会与中国文化和国际教
育交流中心孔子课堂联合举办，包括中国国航、中国电信和
华为等56家中资企业参与，提供了250多个就业岗位，招
聘会现场吸引了约500名求职者参加。

南非举办中资企业招聘会

图为求职者在企业展台前咨询。 郑彤彤摄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荷兰日前公布数据显示，该国
2019年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年多来首次降至
49.6，处于荣枯线（50）以下，且较上个月下滑0.9。荷兰11
月份制造业增速从上个月的3.6%降至2.8%。市场分析认
为，荷兰制造业增速虽仍位于多年均值以上，但已露出萎缩
迹象，表现为订单数大规模下降、产出削减、库存消化速度
下滑、新增工作岗位能力趋弱等。其中，由于国内外需求持
续疲软，荷兰制造业新增订单数下降速度创6年来新高，产
出已连续两个月快速减少。市场预计，2020年和2021年
荷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仅能实现1.5%的增长。

受此影响，荷兰消费者信心指数延续负面走势，11月
份降至-2，较上月下滑1。市场分析认为，该指数小幅下滑
反映了消费者对整体经济气候继续恶化的预期，尤其是对
未来一年该国金融稳定性表现出悲观情绪，遏制了消费者
的采购需求。市场预计，2020年荷兰私人消费规模仅能实
现1.7%的增长，2021年其增速将降至1.5%。

荷兰制造业出现

萎缩迹象

巴基斯坦推出雄心勃勃的为期3

年发展计划，希望通过实施重大项目促

进政府和社会资本更好融合，促进经济

快速发展。这一计划也表明，巴政府不

再以保稳定作为经济绝对优先目标，而

是向促增长方向转变。

2020 年 新 年 到 来 ， 世 界 各 地
举行精彩纷呈的庆祝活动迎接新
年 。 多 国 领 导 人 发 表 新 年 致 辞 ，
聚 焦 国 内 外 问 题 ， 呼 吁 应 对 挑
战，合作共促发展。

2019 年 12 月 31 日，美国纽约
时报广场举行一年一度的跨年庆
祝活动。当天，美轮美奂的中国文化
节目在纽约时报广场上演，本届时报
广场新年倒计时庆典的开幕节目主题
是“美丽中国·美中友好”。图为人们
在参加跨年庆祝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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