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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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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驻瑞士新一任大使王世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瑞经贸合作硕果累

累，双方应与时俱进地推进务实合作，在金融、投资和科技三大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分享

经贸合作红利，推动双方关系长远发展。近日，中国驻瑞士新一任大使王世廷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瑞经贸合作硕果累累，
双方应与时俱进地推进务实合作，在金融、投
资和科技三大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分享经贸
合作红利，推动双方关系长远发展。

王世廷回顾并总结了中瑞关系特别是经
贸、科技和人文领域合作。他指出，今年是中
瑞建交70周年。70年来，双边关系取得了
长足发展。目前，中瑞已建立创新战略伙伴
关系，签订了包括自贸协定、开展第三方市场
合作谅解备忘录等重要合作协议，双边关系
进入追求更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中瑞秉
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敢为人先、勇于创新，
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等理念，探索出了一条兼
容并蓄、别具特色的双边关系发展之路。正
如习近平主席3年前访瑞时指出，中瑞成为
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大小国家
友好合作的典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瑞
务实合作更上一层楼。建交当年双边贸易额
仅600万美元，到2019年，两国贸易额已达
318亿美元。如今，上千家瑞士企业在中国
发展，数千名中国留学生在瑞士学习生活，平
均每年有150万中国游客赴瑞士旅游。中瑞
关系在中欧关系中扮演了“开拓者”角色，开
创了多个“第一”。瑞士是最早一批承认并同
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80年瑞士迅达电
梯在华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工业企业；2007
年瑞士在欧洲率先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
地位；2013年瑞士作为世界经济前20强中
的首个国家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2016年
中瑞建立了首个以创新为标志的战略伙伴
关系。

王世廷指出，展望未来，希望深化双方在
诸多领域的合作。一是加强经贸金融领域合
作。近年来，中瑞经贸关系始终保持“快速、
紧密、稳定”的主旋律，合作成果丰硕。瑞士
是中国在欧洲第六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瑞士
第三大贸易伙伴。瑞士企业在华投资涉及医
药化工、机电、奢侈品、食品和金融等行业，地
域分布从沿海逐步延伸到内陆，投资项目超
过2000个，投资总额超过80亿美元。中国

企业对瑞投资亦蓬勃发展，覆盖医药化工、
机械设备制造、服装、大宗贸易和酒店餐饮
等领域，累计直接投资超过70亿美元。两
国金融、创新和技术合作亦亮点纷呈。
2014年生效的中瑞自贸协定为两国经贸
合作注入了巨大活力，并对深化中欧经贸
合作产生示范和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瑞方
推动该协定升级。两国金融合作方兴未
艾，大有可为。中国在金融领域不断推出
新的开放举措,为双方深化金融合作提供
了机遇。中国近期举办国际服贸会，已有
10家瑞士知名企业和机构报名参加线下
展，近30家瑞士中小企业和家族企业报名
参加线上展。

二是深化科技领域合作。科技和创新
已成为两国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驱动力。
中瑞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将双方创新理
念、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科技创新资源、人
力资源和市场潜力融合，推动两国创新战
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在去年10月份召
开的中瑞第八次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上，
双方同意未来加强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
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字
化和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力度；同时，不断
加强中国高新区、孵化器、创业企业与瑞方
的合作。

三是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瑞士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两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能源、
交通、融资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取得
丰硕成果。中国建设银行同瑞士冯托贝尔
银行共同开发了中欧间首个以“一带一路”
为投资主题的金融产品。今年4月份，中
瑞间还开通了每周一班的直达铁路集装箱
班列。2017年和2019年，瑞士两任联邦
主席赴华出席首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其间，中瑞签署了《关于
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建立

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和“一带一路能力建
设平台”。

四是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
系。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是中瑞
外交政策的共同追求。中方愿同瑞方加强
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和亚投行等多边组织的
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投资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
力量。

王世廷还介绍了中瑞人文领域合作。近
年来，两国在旅游、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交流日
益密切。数据显示，2019年中瑞互访人数超

过137万次，同比增长5.4%；2019年中国赴
瑞旅游过夜人数（含港澳台）达171万人次，
同比增长6.9%。在文化教育方面，瑞士文化
及代表产品在中国广受欢迎，瑞士高校吸引
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同时，中国文化近年来
在瑞士也越来越受民众喜爱，学习中文、中国
民族乐器、书画、烹饪、舞蹈和武术的瑞士人
越来越多。中方今后将重点推动双边人文交
流，包括在疫情缓解后将加速筹建中国文化
中心，推动更多中国文化项目走进瑞士，以及
更多瑞士人到中国旅游和留学。

王世廷强调，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瑞
以来，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都得到了深化和拓展。中瑞互利友好合作
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促进了中欧关系的稳
定和发展。中瑞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两
国互信基础更加牢固，利益纽带深度融合。
只要双方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
作共赢理念，双边关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
未来。

我驻瑞士新一任大使王世廷：

中瑞经贸科技人文合作前景可期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而在
抗击疫情过程中，团结精神显得尤为珍
贵。在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
瑞两国互帮互助，加深了两国人民友好
情谊。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瑞两国
有关部门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
克时艰。中方多次向瑞士联邦政府有关部
门及媒体通报、介绍中国疫情及抗疫举
措。瑞士各界在中国抗疫关键时期向中国
提供了帮助。瑞士暴发疫情后，中方及时
向瑞士联邦卫生总局等有关部门推送中方
最新诊疗方案，邀请瑞方官员、专家参加网

络视频经验交流会议，并积极协助瑞士多
个州政府及医疗机构在中国采购防护物资
和诊疗设备。在中方协调下，中国有关部
门、友好省市、在瑞中资企业、中国知名企
业和民间力量等，纷纷向瑞方捐赠物资。

恰如瑞士联邦主席索马鲁加所言，正
是因为两国有着长期紧密、友好的关系，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瑞中双方才能携手
共渡难关。

随着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霾，全面推
进复工复产，成为全球首个经济由负转正
的主要经济体，未来中瑞经贸往来也将逐
步重回正轨。相信经历了疫情的淬炼，“后
疫情时代”的中瑞关系更加值得期待。

中瑞关系在携手抗疫中走向深化
□ 杨海泉

加强国防 促进发展

希腊宣布68亿欧元“自信计划”
本报驻雅典记者 曲俊澎

根据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举措，自 9 月 14 日起，除少数情况
外，日常社交场合中的聚集人数不得超过6
人，室内室外均适用，违者可能面临罚款等处
罚。不过，学校和工作场合等并不受影响。

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12日宣布，该公
司已恢复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一款新
冠疫苗在英国临床试验。此前，因一名英国
受试者出现“可能无法解释的疾病”，阿斯利
康公司暂停了在全球多地开展的新冠疫苗临
床试验，以便由独立委员会审查相关安全性
数据。如今，审查程序已完成，疫苗安全性获
得了独立委员会和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
认可。

图为9月14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塔桥前
绿地上休闲。

（新华社发）

日前，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参加“萨洛
尼卡政治经济论坛”时宣布了总额约68亿欧
元的“自信计划”，该计划包括加强6项重要
国防决定和12项促进经济的举措，并承诺政
府将在未来实施一系列改革以促进希腊更加

“自信”。
原定于9月份在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

卡举行的第85届萨洛尼卡博览会是希腊最
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展览会，但受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希腊政府取消了萨博
会，改为萨洛尼卡政治经济论坛，论坛于9月
11日至9月20日举行。

米佐塔基斯在发言中表示，“正在建
立拥有强大自信心的希腊”，在谈到该计
划时，米佐塔基斯表示该计划将帮助希腊

“在动荡的环境中稳步前进”，是国家强有
力的盾牌，既能振兴希腊民族工业，又可
以提供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他同时指
出，为应对土耳其的威胁和挑衅，希腊需
要新的民族信心，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地中
海形势。

在国防领域，米佐塔基斯宣布了6项
决定以全面提升希腊的国防能力，包括购
买“阵风”战斗机、海军舰机鱼雷、扩充部队
武器装备、陆军新型反坦克武器、空军新型
制导导弹等，未来5年内新招募15000名
军人，以提高武装部队能力。同时，重振国
内国防工业，提高武装部队数字化和现代

化水平，以抵御复杂的网络攻击。
米佐塔基斯同时宣布了改善经济和民生

领域的12项举措。他表示，政府正在朝着保
护就业和促进生产活动的方向努力，由于受
到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未
来的重点是通过一系列刺激措施和计划，全
面复苏经济。具体包括2021年将私营部门
雇主和雇员社保缴款减少3个百分点（从
39.7%降至36.7%），以增加员工收入并为公
司雇佣更多员工提供更大的流动性空间；
2021年，暂停征收私营部门雇员、专业人员
和农民的团结税一年（以月薪2000欧元为
例，一年可减免361欧元）；为10种新工作岗
位提供资金补贴；到2020年底继续加强对兼
职工作人员的薪资保障；立即开始为企业提
供总计15亿欧元的第三轮贷款，并在11月

份开始第四轮贷款，初始金额为6亿欧元；
2021年至2023年，为数字和绿色经济活动
减税；10月份向100万退休人员支付2015
年至2016年被取消的养老金共计14亿欧
元，取消26个岛屿的特别财产税；将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的从业人员债务支付（包括保
险和税）推迟到2021年4月份；将交通、咖
啡、非酒精饮料、电影院和旅游服务已经降低
的增值税措施再延长6个月；与银行系统合
作，将低收入家庭的主要住所排除在拍卖范
围之外；将刚到期的失业救济金发放再延长
2个月。

除此之外，希腊政府还将在未来1年内
就劳动力市场现代化、保险制度资本化、司法
体系数字化、教育体系职业化、减少官僚机构
及提高透明度等方面实行改革。

英国实施
防疫新举措

9月14日，葡萄牙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开学季。葡萄牙总
理科斯塔表示，9月15日葡大陆全境进入应急状态。为保障
全面复工复课，葡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图为一
名佩戴口罩的学生在葡萄牙大里斯本区一所中学内用消毒液
洗手。 （新华社发）

葡萄牙中小学迎来开学季

中行巴黎分行发行

5亿美元蓝色债券
本报讯 记者李鸿涛报道：9月14日，中国银行巴黎分

行成功发行5亿美元全球商业机构首笔蓝色债券。本次债券
为3年固定利率，是2018年以来中资金融机构美元债发行非
亚洲投资者占比最高的一笔债券，成功吸引大量欧洲绿色投
资者下单，践行“中欧绿色伙伴”理念。

蓝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用于可持续型蓝色经济相关项目
的绿色债券。本次蓝色债券是中国银行巴黎分行继2017年
发行三币种绿色气候债券后发行的第二笔绿色债券。截至目
前，全球仅3笔蓝色债券发行，前2笔分别为2018年塞舌尔
政府及2019年北欧投资银行所发，本次发行是全球商业机构
首笔蓝色债券，对建立蓝色债券标准，提升市场对蓝色经济的
关注度起到积极作用。

本次发行正值亚太债券一级资本市场发行活动频繁之
际，中国银行准确把握发行窗口，开展路演推介，积极争取欧
洲绿色投资者，顺利完成发行定价。本次发行规模5亿美元，
获得国际投资者踊跃认购，订单总量近80个，认购倍数2倍，
最终定价较初始价格指引收窄40个基点，其中欧洲投资者订
单占比41%，成功吸引了大量绿色和可持续专业投资机构
者，进一步扩大了中国银行债券投资者基础。

蓝色经济又称海洋经济。传统海洋产业快速发展过程
中，因渔业过度捕捞、海洋污染、沿海生态破坏等，海洋生
态环境面临严重威胁与挑战。面对全球海洋生态难题，联合
国于2015年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将海洋治理列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倡导建设绿色可持续的海
洋生态环境，要求加大对海洋环境保护，大力发展蓝色
经济。

在中欧领导人决定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
中欧绿色伙伴的框架下，中国银行以巴黎分行为主体成功发
行蓝色债券，展现了中国银行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市场
手段推动中欧绿色伙伴关系建设，为改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
贡献大国金融力量。

据新华社维也纳电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石油需求带来
持续冲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4日下调今年全球石油
需求预测。

欧佩克在当天公布的9月份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2020
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上年下降946万桶，降幅大于8月
份预计的906万桶。

报告指出，受疫情持续蔓延等因素影响，石油需求下行风
险继续走高。同时，经济活动复苏前景和石油需求增长潜力
也充满不确定性。

报告认为，除疫情外，高债务、地缘政治风险、国际贸易局
势和英国“脱欧”走向等因素也都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不确
定性，进而影响石油需求。

报告提到，8月份国际油价上涨，环比涨幅达4％，为2月
份以来最佳表现。但考虑上述不确定因素，未来国际油价或
将上涨乏力。

欧佩克下调今年

全球石油需求预测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电 欧盟统计局14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欧盟和欧元区7月份工业生产环比均增长4.1％，增幅较
上月有所回落，但略好于市场预期。

虽然近几个月欧盟工业生产有所回暖，但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仍然严重。与2019年同期相比，欧盟和欧元区7月份工
业生产分别下降7.3％和7.7％，月同比降幅连续3个月收窄。

在欧盟国家中，7月份工业生产环比增幅最大的是葡萄
牙，为11.9％；随后是西班牙和爱尔兰，分别为9.4％和8.3％。

从行业来看，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品生产增幅最大。欧
盟和欧元区 7 月份资本货物生产环比分别增长 5.6％和
5.3％，耐用消费品生产环比分别增长4.8％和4.7％。

欧元区7月份工业生产

环比增长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