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世界经济

2020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三
ECONOMIC DAILY

维持日欧 EPA 框架 合作共享谋求发展

日英新协定显现国际经贸新趋势

联合国秘书长发布报告指出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东南亚复苏必由之路

各自争取有利条件
日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首次出访，与英国国际贸易大臣
特拉斯就英国脱欧后日英经贸关系在伦敦展
开谈判。据茂木宣布，双方在大部分领域取
得了一致，将尽快结束谈判，争取明年 1 月 1
日实施新协定。特拉斯也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希望 8 月底之前达成基本协议。日英这
一新经贸协定显现出了国际经贸关系新的发
展趋势。

期望尽快达成协议
根据日英部长级谈判，双方同意维持日
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大框架，并希望
8 月底之前就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尽快提交
双方国会批准，以便在明年 1 月 1 日英国结
束脱欧过渡期时正式启动新协定。
2019 年 2 月份，日欧 EPA 正式生效，成
为日本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之后，促进多边经贸合作的又一重
要协定。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由 12
个亚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使国际经贸合作机制受挫，当年 11
月份，其余 11 国同意在维持基本内容前提下
签署 CPTPP 协定，并于 2018 年 12 月底正式
生效。
脱欧后如何处理与各国的经贸关系也是
英国外交重要课题。日英经过 6 月份以来事
务级磋商后，终于升级到部长级谈判。茂木
敏充称，双方同意维持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24 章中的大部分内容，并希望在投资服
务、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等领域取得超过日欧
EPA 框架的新进展。但是，茂木拒绝透露日
英谈判中仍存争议的内容。

据 透 露 ，谈 判 中 双 方 均 希 望 在 日 欧
EPA 协定基础上争取对本国更有利的协
议内容。例如，汽车及零部件是日本对欧
出口的重要产品，日本希望英国进一步降
低关税，争取早于欧盟取消对日本汽车的
所有关税。英国则希望在农产品及加工制
品方面获得日本更大市场份额，从而刺激
英欧加快经贸谈判进程。
经过多轮外交对话与谈判折中，日本
放弃了过高要求，同意英国与欧盟同步对
日本汽车逐年降低关税，最终于 2026 年实
现汽车零关税。相反，
英国要价并未降低，
英国要求日本对农产品、奶制品等进一步

开放市场，
设定新的免税额度。
日欧 EPA 协定中曾规定日本对一定数
量的欧洲奶制品逐步降低关税，限量外产品
将保持高关税。英国是欧洲奶制品主产地，
因而反复要求日本增加进口量。日本希望在
日欧 EPA 协定限量内协调对英优惠额度，英
国则要求日本对英单独设立优惠框架，因为
英国农民在脱欧后不仅难于获得欧盟同等水
平的农业补贴，还面临着来自美国农产品的
冲击。

维护促进多边主义
此次日英基本达成经贸新协定是双方政
治需要的产物。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
贸打击沉重，
各国都在寻找新增长点；
二是英

国脱欧拉锯战终于结束，重新制定与各国的
经贸规则迫在眉睫；三是日本因为政府抗疫
措施不力，民众、在野党怨声载道，安倍政府
同样需要外交政绩。
当前，
正值贸易保护主义反弹、世界经济
调整之际，维护并促进多边经贸关系协定是
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著名国际经济学家、
日本政府经济财政咨询委员会成员、庆应大
学教授竹森俊平指出：
“发展和扩大自由贸易
是世界潮流，贸易战只能给世界经济带来混
乱，
合作才能共享发展。
”
因此，
除了日英经贸新协定之外，
日本经
济界更期待中日韩自贸区及东盟与亚太主要
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早日签署，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
展，
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增加新动力。

澳大利亚与新加坡签署数字贸易协议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李学华报道:日
前，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与新加
坡贸易和工业部长陈振声通过网络视频形
式，正式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经
济协议（DEA）。DEA 将降低两国之间的
数字贸易壁垒，进一步为两国企业和消费
者增加数字贸易机会。
伯明翰说：
“技术和数字化继续改变澳
大利亚企业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主要出口
市场和客户间贸易互动方式。随着两国经
济逐渐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并开始复
苏，该协议的签署将减少贸易障碍，
并为澳
大利亚企业吸引更多客户、进入新加坡市
场提供更多机会，有助于扩大澳大利亚与

东南亚贸易伙伴的经济合作范围。
”
伯明翰还表示，
新加坡经济发达，
充满
创新和活力，这将使澳大利亚企业更容易
与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企业和从事跨境数字
贸易的商家建立联系。DEA 将带来切实
的改进以降低成本，并使出口商更容易开
展业务，
包括在个人数据保护、电子发票和
电子支付标准、无纸化海关程序以及农产
品出口电子认证等方面。DEA 还将改善
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数字系统兼容
性、消费者数据保护、数字标准。
伯 明 翰 认 为 ，在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框架下谈判新的国际电子商务规
则以更好地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增长方面，

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
澳新两国于今年 3 月份完成了 DEA 谈判，
通过新的“数字经济章节”升级了《新加坡
—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DEA 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谈判成功
的最雄心勃勃的数字贸易规则，将有望成
为本地区其他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基准。
按照澳大利亚的条约制定程序，DEA 将由
议会联合条约常设委员会审议，经议会通
过后生效。
澳大利亚在 2018 年与英国签署了类
似协议，
旨在帮助金融科技公司获得许可，
并促进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与英国
金融行为监管局之间的紧密合作。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秘书长日前发布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东南亚影响的政策简报。古特雷
斯秘书长在视频致辞中指出，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
整个东南
亚也受到了疫情大流行对健康、经济和政治的重大冲击，
这场
大流行昭然揭示了不平等悬殊、治理不足的状况，
今后可持续
发展是必由之路。
简报审视了新冠肺炎疫情迄今为止对东南亚地区 11 个
国家的影响，
指出该地区各国政府迅速行动抗击大流行病，
避
免了更恶劣的影响，
以及横跨多个部门的区域合作强劲。
简报指出，东南亚国家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相关
死亡病例显著少于其他地区，
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卫生、经
济、政治影响仍然冲击了最脆弱和最困难的人群。
对此，
简报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后实现可持续、具有抵御力
和包容性恢复的 4 项建议。一是解决不平等问题。在确保所
有人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短期和长期措施必须满足
弱势群体的需求，包括非正规经济中的人们、妇女和女童、残
疾人、移民和难民。二是弥合数字鸿沟。确保在这个日益互
联互通的世界里没有人和社区掉队。三是绿化经济。东南亚
国家可以将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纳入其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应对和恢复计划中，包括扩大对脱碳经济的投资。
四是维护人权与善治，更好的重建工作包括尊重和实现基本
人权以及保护公民空间。
古特雷斯说：
“东南亚区域重任在肩，但也拥有可供支配
的强大实力。联合国坚定地致力于同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
系。我们将继续支持该区域步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正
轨，
为所有人建设和平的未来。
”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坚定地致力于支持该地区国家政
府，
包括提供必要的医疗用品、为社会保护计划提供技术和财
政支持、评估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并制定缓解策略，
以及支持难民和返回家园的移民，并帮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期间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等。

西班牙新增失业人数
超过 100 万
本报讯 记者谢飞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西班牙就
业情况持续恶化。根据西班牙官方统计数据，仅今年第二季
度西班牙新增失业人数就超过了 100 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
短时打工的劳动者。
据西班牙统计局调查，今年第二季度工作适龄人口就业
率仅为 35%，这表明相当大一部分工作适龄的西班牙人都没
有就业。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西班牙失业率为 15.3%。
统计局解释称，
受疫情影响很多人没有登记失业，
因而实际失
业率应当远比这一数据高出很多。
为了帮助更多人保住工作岗位，
西班牙政府效仿德国，
采
取了短时用工制度。据统计，截至 6 月底，西班牙领取短时用
工工资的人数为 180 万人，
4 月份这一数字为 340 万人。为了
更好应对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西班牙政府拟继续延长
短时用工机制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

越南重启防控
应对疫情反弹
根据越南卫生部当地时间 10 日 18 时数
据，越南全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847 例，
累计死亡 13 例，累计治愈 399 例。在此前多
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情况下，7 月 25 日以
来越南多个省市接连报告了数百例本土病
例，感染源头至今未查明，因而多地已重启此
前放宽的社会隔离等防控措施。
越南此次疫情反弹以中部岘港市为中
心，短时间内迅速向多地扩散。在此次岘港
市疫情暴发之前，由于百日未报告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越南各地的社会生活已逐步恢复
正常，防疫措施有所放松，在公共场所很多人
已摘下口罩。
世界卫生组织驻越南代表朴岐东说，此
次岘港市疫情暴发提醒人们，新冠肺炎大流
行远未结束，
务必继续保持警惕。
图为 8 月 10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即将参
加国家高中毕业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的考生
在接受体温检测。
（新华社发）

希腊上半年财政赤字
达到 61 亿欧元
本报雅典电 记者曲俊澎报道：希腊财政部近期发布
《2020 年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报告》显示，希腊上半年初级财
政赤字达到 61.01 亿欧元，远未达到 3.13 亿欧元基本预算盈
余目标，
2019 年同期希腊的基本预算盈余为 3.81 亿欧元。
希腊财政部表示，导致财政赤字高企的原因，一是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导致各项经济活
动停滞；二是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加
强卫生防疫。
据希腊央行此前预测，2020 年希腊经济将衰退 5.8%，
2021 年和 2022 年则分别以 5.6%和 3.7%的速度复苏。

出台国家太空战略 提升自主研发能力

阿联酋大力发展航空航天工业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近
日，阿联酋政府宣布，计划于 2021 年完成开
发并发射一颗导航卫星，并将在此基础上于
2022 年发射一颗更高版本的导航卫星。该
项目由阿联酋航天局出资，成为阿联酋 AIT
（总装集成测试）卫星中心执行的首个项目。
AIT 卫星中心位于阿布扎比艾因阿联酋大
学国家空间和科学技术中心（NSSTC）内，
与空中客车公司、阿联酋塔瓦祖恩经济委员
会合作建立，主要职能包括新卫星组装、集
成和测试，旨在提高阿联酋卫星开发能力。
阿联酋国家空间和科学技术中心主任哈
立德·哈希姆博士表示，该项目将是阿联酋在
设计和制造卫星、分析和设计有效载荷方面
的初步尝试，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
该技术。由阿联酋航天局出资的卫星研发项
目旨在打造阿联酋自主的航空航天工业。卫
星中心将选择具体研发技术，设计、开发卫星

可持续发展是

阿联酋政府近日宣布，将于 2021 年完成开发并发射一颗导航卫星。该项目由阿
联酋航天局出资，成为阿联酋 AIT 卫星中心执行的首个项目。目前，阿联酋正加速提升
自主研发能力，希望借发展导航卫星项目提升本国航空航天工业整体实力。

及有效载荷，并将获得相关技术的知识
产权。
当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主要由美国、
中国、俄罗斯、欧洲主导，日本与印度则拥
有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现阶段，阿联酋希
望借发展导航卫星项目提升本国航空航天
工业整体实力。此前，阿联酋开展的航空
航天项目大都通过“空中客车”
“泰利斯阿
莱尼亚”
等外国公司开发、制造卫星。
目前，阿联酋正加速提升自主研发能
力。2018 年，由迪拜穆罕默德·本·拉希德

航天中心研发的
“哈利法”
地球观测卫星被成
功送入太空，这也是第一颗完全由阿联酋制
造的卫星。2019 年 9 月份，首位阿联酋宇航
员哈扎·曼苏里乘坐“联盟 MS-15”
号载人宇
宙飞船到达国际空间站。2020 年 7 月份，阿
联酋第一颗火星探测器“希望号”发射升空，
根据探测器轨道设计，
“希望号”计划在 2021
年 2 月份到达火星轨道，这也将作为阿联酋
庆祝建国五十周年重要献礼之一。
自 2009 年发射第一颗卫星“迪拜 1 号”
至今，阿联酋已有 13 颗卫星成功发射入轨。

2019 年 3 月份，阿联酋出台“2030 国家太空
战略”，其中包括执行太空科学研究、工程制
造、试验和商业应用等 79 个太空项目计划，
为阿联酋航天航空工业制定了总框架，包括
与空间活动有关的政府活动、商业活动以及
公共和私营部门、学术机构和研发中心开展
的科研活动，
旨在通过投资基础设施，
创造立
法、融资环境，吸引更多太空项目，进而把阿
联酋打造成全球太空科学研究和商业应用的
主要中心之一。
目前，AIT 卫星中心计划开发重量在 50
公斤至 250 公斤区间的通信和高光谱卫星，
预计于 2021 年初运行。此外，由 14 个阿拉
伯国家共同参与研发的“813”卫星项目已顺
利进入第二阶段。该项目是阿拉伯国家太空
合作组织在阿联酋成立后的首个任务，以阿
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发马蒙创立
的巴格达学术中心
“智慧宫”
命名。

爱尔兰实施“口罩令”

爱尔兰政府规定从 8 月 10 日起，在商场、
购物中心等零售
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图为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顾客佩戴口
罩选购商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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