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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烟遮天蔽日，大火耀如霞光，房屋残垣
断壁，动物四处乱窜，千人海上逃难……仿佛
世界末日的景象如今正在澳大利亚上演。澳
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了4个多月，至
今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大火所过之处，生
灵涂炭，满目疮痍。澳联邦政府采取多项措
施控制火情蔓延，支持灾后恢复；澳各界人士
慷慨解囊，帮助赈灾。

火情依然严峻 损失难以估量

自去年9月份以来，澳大利亚的森林大
火沿着海岸线肆虐各地，除去北领地外，全澳
其他地区都相继发布火灾紧急警报，目前仍
有260多处火场在燃烧。其中，新南威尔士
州东南地区、维多利亚州东北地区和位于南
澳大利亚州的袋鼠岛首当其冲；同时，通往西
澳大利亚州的主要公路仍然处于切断状态。
上周末（1月4日至5日）的小雨只是杯水车
薪，本周五（1月10日）又将迎来高温，而且
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三个火场眼看
就要合拢，灭火难度和危险程度急剧上升。

截至1月6日，大火已夺去了25个人的
生命，烧毁房屋近2000处，过火面积达到
6.58万平方公里，数千万亩农田被烧，数十万
居民流离失所，大约5亿只动物丧生，其中包
括8000多只澳大利亚国宝动物——考拉；包
括袋鼠岛在内的多处旅游胜地被摧毁，旅游
业遭受重创；仅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和维多利
亚州北部就有数万头牲畜死亡，苹果和葡萄
种植者也面临着巨大损失，一些城镇的主要
产业已被大火烧毁，需要数年才能复苏，经济
损失无法估量。

目前，大火已导致9000多起保险索赔，
总额超过7亿澳元，预计这一数字将随着火
灾发展继续攀升。资料显示，2009年发生在
维多利亚州的“黑色星期六”大火，造成173
人死亡，过火面积仅为4500平方公里，损失
达44亿澳元。

政府多措并举 支持救灾重建

数周以来，澳大利亚民众一直在指责联
邦政府没有作出足够的反应来应对火灾危
机。迫于舆论压力，澳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不
得不提前结束假期回国，甚至取消了对印度
和日本的国事访问，紧急召开相关会议。1
月6日，莫里森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帮助在

森林大火中受损的个人和城镇灾后恢复。
莫里森表示，政府将投入20亿澳元作为

恢复基金，由新成立的国家森林火灾恢复局
来管理，协调各州、地方和联邦政府的灾后恢
复工作。这笔资金将为家庭、农民、企业恢复
生产生活以及基础设施重建和旅游区的发展
提供经济支持，并为急救人员和其他人员提
供心理康复治疗，还将用于帮助受灾野生动
植物物种的恢复。相关资金将在三个财政年
度内支付：2019/2020年剩余的六个月为5
亿澳元，2020/2021年度为10亿澳元，2021
年最后六个月为5亿澳元。

“20亿澳元是一个初步的承诺。火灾可
能还会持续数月之久，会导致更多的救灾成
本。如果需要更多资金，将由政府提供。”莫
里森说，“我们目前关注的是人员损失以及人
民生活重建，财政盈余对我来说不是重点。”

联邦政府此前已经为大火受害者提供了
1亿澳元资金支持，还将出资2000万澳元再
租用4架可载水弹的飞机来灭火，并为飞机
运营每年额外投入1100万澳元。莫里森还
史无前例地下令征召3000名陆军预备役人
员参与救灾，同时调动3艘海军舰艇和多架
飞机来疏散灾区民众。莫里森预计各州政府
也会大力投资，以重建在火灾中被毁的桥梁、
道路和学校，联邦政府将对这些项目给予支
持。同时，澳大利亚税务局也采取措施，允许
火灾受害者将付款推迟两个月，澳大利亚福
利署将暂停对受灾地区人员的债务追讨和履
行义务要求。

各界伸出援手 协力共渡难关

面对罕见的森林火灾，澳大利亚各界人
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澳大利亚网球官方宣布将举办网球表演义
赛，为澳大利亚山火赈灾筹款。届时，顶级球
星都将参与其中。本土名人、运动员和好莱
坞明星也纷纷解囊，加入了捐赠之列。当地
华人社团也踊跃捐助，澳大利亚华贸会筹集
39万澳元，分别捐赠给当地消防局和救助考
拉的医院；堪培拉国家多元文化节组委会在
短短几天内募集善款2万多澳元赠予澳大利
亚红十字会。

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一些普通人。一位
22岁的小伙子，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数次向火而行，闯入火场救下9只命悬一线
的考拉。堪培拉一位华人小学生为了筹款救
助考拉，毅然走上街头拉琴卖艺。那些冒着
生命危险参加灭火的志愿消防员成为最受尊
敬的人，一位祖籍中国山东的志愿消防员在
南部海边的贝特曼斯湾奋战了五天五夜，在
加油站买生活用品时，旁边的人抢着要为他
结账，在他坚持要自己付款后，前面长长一队
人纷纷让他先付；虽然因为断电而漆黑一片，
但路边居民依然朝消防车挥手致敬！这些场
景令人难忘。

大火依然延烧不息 灾后恢复任重道远

林火肆虐重创澳大利亚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李学华

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迎来第五个年
头之际，东盟秘书处发布年度《东盟融合报
告》指出，东盟以3万亿美元的体量跃升为全
球第五大经济体，较4年前上升两位。在全
球经济动荡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情况下，东
盟对外贸易规模达2.8万亿美元，较2015年
增长了 23.9%；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达
1547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了30.4%并创
下历史最高纪录。东盟秘书处负责东盟融合
监测的官员迪嘉嘉表示，这一成绩为2020年
进一步强化东盟共同体建设、推进区域一体
化进程提振了信心。

2020年，东盟将继续坚持区域一体化建
设的大方向。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院此前受
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委托完成的《东盟愿景
2040》报告指出，“融合、变革和东盟中心地
位”仍将是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主题。该院首
席经济学家木村福成表示，全球地缘政治和
经济形势已进入新时期，东盟一体化进程的
战略考量和优先领域都发生了变化，“把握新

科技浪潮以发展好东盟”成为主要议题，“拓
宽制造业生产网络、实现高附加值增长、获取
全球价值链有利位置”成为东盟各国的普遍
追求。

首先，东盟将打造“高度融合和团结的
经济体”。关键是加快区域内贸易便利化、
减少非关税壁垒。2020年，东盟有望实施

“原产地自我认证”制度，从而为域内优质
出口商提供关税优惠，各成员国国家贸易仓
储信息并入东盟统一网络将提高域内贸易信
息化程度，《相互认可安排》的贯彻落实可
推动电子、汽车、建材、医疗等多领域产品
和服务标准协同，食品安全、药物安全方面
的标准对接框架协商也将继续推进。其次，
提高竞争力和创新力。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
体制机制，柬埔寨有望于2020年成为东盟
最后一个使《市场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
法》生效的成员；各成员国将进一步强化域
内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第三，加强互联互通
和产能合作。更好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在提高

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重点要在交通、信
息通讯、电子商务、能源、农林、旅游、科
技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东盟经济共同体取得喜人成绩与中国
的鼎力支持密切相关，东盟为推进区域一
体化进程所作努力离不开中国的精诚合
作。印尼外交政策协会主席、前副外长迪
诺在中国驻东盟使团举办的“中国的发展
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研讨会
上表示，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和地区问题
重要的解决方案提供者，中国—东盟关系
独一无二，东盟携手中国、强化合作是大
势所趋。

迪诺所言非虚。中国一直支持东盟共同
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支持东盟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发
挥更大作用，并将东盟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地
区。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2019年东盟超越美国上升为中国第二

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额在东盟2.8万亿美
元对外贸易中占比超过两成；中国企业已在
东盟累计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所建25个
经贸合作区有力支撑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跨越
式发展。中方还坚定支持东盟推动完成《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谈判，共同巩
固了东亚合作尤其是区域贸易合作的良好
势头。

近年来，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高效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滚滚向前。在《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指导
下，“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
划2025》对接愈加紧密，中国—中南半岛经
济走廊和中新“陆海新通道”建设日新月异，
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陆上、海上、
天上、网上互联互通网络逐步完善，电力、汽
车、信息通信、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领域产
能合作积极推进，电子商务、数字贸易、5G网
络、智慧城市、海洋科技等领域创新合作取得
突破。

跃升第五大经济体 抓住“一带一路”契机

东盟将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
本报记者 田 原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日前，由新加坡浙商
总会主办的“2019浙商新加坡大会”在新加坡举行。论坛
现场还举行了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商业大数据分析中心签约仪式暨新加坡创新中心揭牌
仪式。

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阳介绍，新加坡
创新中心由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
业大数据分析中心共同建设，充分整合了国际高校、国内外
优质资本、全球校友资源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加坡高
校、政府机构、投资机构及孵化器联动，共同构建国际化产
学研生态系统。该中心将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金融科
技、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在中新两国开展高校联合研发、
国际交流、高端赛事，促进科创人才团队交流。

据悉，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未来还将在伦敦、波士
顿等地建立创新中心，构建全球连接的国际合作网络，实现
全球创新创业资源的全面互动。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纽伦堡职业与就业
市场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德国有大约46
万个工作岗位与对英国出口直接相关，其中汽车行业占到
6万个工作岗位。研究显示，尽管英国脱欧对德国全面就
业形势影响有限，但脱欧使德国对英出口在中短期内受到
较为明显的影响。

2018年德国向英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价值高达
1090亿欧元，进口达到630亿欧元。除汽车外，机械制造、
化工、制药等行业都视英国为重要出口市场。职业与就业
市场研究所分析显示，仅在德国北威州就有9万个工作岗
位直接与对英国出口相关，在巴伐利亚和巴符州相关工作
岗位的数量也高达8万个和7万个。

市场分析认为，英国脱欧对德国部分企业的短期直接
影响将会比较明显，部分企业甚至可能会陷入经营困难。
但其波及范围不会太大，对德国整体出口的影响有限。不
过，英国脱欧持续给市场和企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
观望氛围浓厚，投资意愿不足，加之今年德国经济仍将面临
相对较大的下行压力，其对德国整体经济形势仍会产生一
定负面效应。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日前，柬埔寨皇家科学院
孔子学院成立10周年庆典在金边举行。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政治处主任王德鑫表示，中柬两
国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不断发展，已成为国家
间交往的典范。当前，每年有超过200万中国游客访问柬
埔寨，也有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人到中国留学、经商和旅游。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书画展和联合文艺演出等一系列庆
祝活动。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于2009年12月22
日成立，是全球最大的孔子学院之一，目前在柬埔寨12个
省市共设立23个教学点和2个汉语课堂。

德国近50万工作岗位

受英国脱欧直接影响

浙江大学新加坡创新

中心成立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

学院庆祝成立10周年

柬埔寨的学生在庆典活动现场下棋。 张 保摄

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了

4 个多月，至今丝毫没有停息的迹

象。在因为应对不力遭到当地专家和

民众诟病之后，澳大利亚政府终于行

动起来，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以帮助

在森林大火中受损的个人和城镇灾后

恢复。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
当地时间1月7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媒体
通报称，澳大利亚史无前例的森林大火已
造成数百座房屋被毁，数十万公顷土地被
烧毁，火灾对野生动物、生态系统和环境造
成巨大破坏。

通报说，森林大火已导致澳大利亚各
大城市空气质量恶化，新西兰也受到了影
响，烟雾甚至跨过太平洋飘向数千公里之
外的南美。

智利和阿根廷气象部门1月6日报告
称，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已飘至
当地。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向大气中释放有

害污染物，包括颗粒物和有毒气体，如一氧
化碳、氮氧化物和非甲烷有机化合物，进一
步加剧了气候变化。

根据澳大利亚气象局数据，以森林火
灾危险指数衡量，2019年春季（9月份至
12月份）是澳大利亚火灾天气危险最高时
段，所有州和地区的火灾危险指数均创下
历史新高。2019年，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
出现创纪录的异常温暖、干燥天气状况。

通报指出，森林火灾的发生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气候自然变化的影响，包括降水
和风，以及土地和森林管理、建筑工程等非
气候因素。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称

澳森林大火污染物殃及南美

新华社孟买1月8日电 印度中央统计局7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印度2019—2020财年（2019年4月至2020年3
月）经济增速预计为5％，低于上一财年的6.8％，与印度央
行去年12月的预测值一致。

数据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印度经济增速为5％，第三
季度增速为4.5％。分析人士认为，去年第四季度印度经济
增速可能触底回升。不过，由于外需疲弱，国内投资意愿不
强，增速回升幅度预计不会很大。

印度本财年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明显下
降，预计本财年制造业增速将从上财年的6.9％降至2％。
此外，农业、建筑业等行业增速也有所下滑。

去年以来，印度央行多次降息刺激经济，但效果并不明
显。亚洲开发银行去年12月发布报告，将印度本财年经济
增长预期从6.5％下调至5.1％。

澳大利亚多地发生的严重林火灾害已持续数月。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澳全国着火点仍有上百处。澳总理莫里森6日宣布将设立新机构协
调救灾和重建工作。澳国防军也出动预备役军人，与专业人士一起救灾。图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部一处火点。 （新华社发）

印度本财年经济增速

预计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