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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在全球贸易普遍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乌兹别
克斯坦的贸易额也受到影响，但跨境电商等
新兴业态正成为双方合作的新亮点。

乌国家统计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至8月份，中乌双边贸易额约为
40.29亿美元，同比下降18.9%。其中，乌自
华进口约28.39亿美元，同比下降12.1%；乌
对华出口约11.9亿美元，同比减少31.5%。

尽管数据有所下滑，但中乌贸易额在乌
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仍高达16.4%，中国继
续保持乌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进口来源国
和出口目的地国地位。更令人欣喜的是，随
着中乌两国复工复产持续深入，双边贸易也
正在加速恢复。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
同比降幅一度高达22%。此后连续数月，双

边贸易额同比降幅呈现持续收窄态势，展现
出十足韧性。

中乌两国经济稳定也将有利于双边贸
易继续快速恢复。由于采取了有效的疫情
控制措施并支持经济全面复苏，中国今年
不仅将实现经济正增长，还将成为全球经
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乌经济稳定性也获
得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的肯定。该机
构在近日发布的评级报告中将乌主权信用
评级维持在“BB-”，将评级展望定为“稳
定”。报告认为，乌各项应对举措得当、金
价大幅上涨以及侨汇收入迅速回升等利好
因素为乌经济注入了活力，预计今年乌
GDP增速将达 0.5%。同时，大量年轻人
口、高质量投资和各项改革措施将有力保
障乌在后疫情时代实现经济增长。

拓展对华贸易，特别是扩大对华出口系
乌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针对今年
前8个月对华纺织品、石油化工产品和农产
品出口分别下滑42.3%、33.1%和18.1%现实
问题，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日前在主持扩大

对中韩经贸合作的重要会议时，要求乌各地
区和经济行业负责人必须认清促进出口工作
的重要性，指示加快提升产品竞争力并扩大
出口。米尔济约耶夫特别强调了有效利用中
国经济开放政策以及乌有利区位优势的重要
性。可以预计，乌在推动对华出口方面的针
对性工作将有助于加速中乌双边贸易恢复
增长。

继去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投资和外贸部关于电子
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后，中乌双方旨在深
化电商领域合作方面的努力并未因疫情而停
滞。双方日前以视频方式举办“丝路电商”交
流对接会。两国政商界代表就如何推进两国
电子商务合作以及提升跨境电商合作质量等
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希望将该领域合作
打造成未来两国务实合作的新增长点，为双
边贸易注入新动力。

乌工商会主席伊克拉莫夫认为，在新冠
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当下，互联网平台正在加
速服务业数字化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同时

有助于提升经济开放性，促进商品和服务向
外部市场出口。伊克拉莫夫表示，希望通过
乌中两国企业家的努力，让乌纺织品和农产
品等特色产品在中国电商平台上得到更多展
示，使中国消费者对乌产品有更多了解。

乌主流媒体近日刊发的一则关于阿里巴
巴电商平台将简化乌出口企业注册手续的消
息，引发乌社会高度关注。新闻热度不仅反
映出乌社会对近年来乌中跨境电商蓬勃发展
的深刻感知，也体现了与中国加强在电商领
域合作在乌社会形成广泛共识。乌樱桃等农
产品在中国电商平台上广受中国消费者青睐
的成功范例，已让更多乌企业看到跨境电商
能带来的广阔机遇并正跃跃欲试。

乌出口商协会主席乌马罗夫十分看好
乌中在电商领域的合作前景。他认为，乌
出口企业可通过阿里巴巴等平台快速、便
捷和实惠地向全球电商网络供应乌商品。
更为重要的是，乌企业可由此进入中国及
其周边国家市场，有望将乌出口提升1倍
至2倍。

中乌跨境电商前景广阔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

近期，某些国家政客又开始“炒冷饭”，炮制
中国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论调，指责中国未
根据二十国集团倡议充分参与缓债，未能帮助
非洲国家减轻债务负担。实际上，中国正积极
回应非方关切，减轻减缓其偿债压力。非洲债
务问题由来已久，中国不是非洲最主要的债权
方，中国贷款更为非洲发展带来了机遇。所谓

“债务陷阱”论可以休矣。
由于部分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在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下暴露出了其经济脆弱性。今年
以来，全球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走低，国际贸
易量锐减，旅游业也陷入停滞，这使部分非洲国
家失去了外汇乃至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世
界银行日前发布的《非洲脉动》报告预测，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滑
3.3%。同时，随着贷款宽限期陆续结束，非洲国
家开始进入还款高峰期，其偿债能力堪忧。

为支持最贫困国家应对由疫情给公共卫
生、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二十国集团于今年
4月15日通过“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缓债倡议），一致同意暂缓有关国家今年5月1
日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10月14日，二
十国集团同意将最贫困国家债务暂缓偿付期再
延长6个月至2021年6月底。

中国高度重视疫情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
影响，对有关国家遇到的债务困难感同身受，并
支持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帮助他们减轻债务负
担，集中资源应对疫情、稳定经济。目前，中方
正致力于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中国
进出口银行作为双边官方债权人，已同11个非
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其他非官方债权人也积
极参照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同一些非洲国家
达成缓债共识。

非洲债务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
况。从本质上讲，这不只是经济金融问题，也是不公
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产物。近年来，非洲部
分国家债务压力进一步上升；同期，随着中非合作深
入推进，中国对非发展融资也获得较快增长。这两个
趋势同步并行使中国成为西方指责的对象，背上了在
非洲制造“债务陷阱”的“黑锅”。然而，这些指责显然
忽略了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也夸大了中国融资在非
洲外债构成中的占比。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
项目数据，2000年至2017年间，在中国向54个非洲国
家提供的美元贷款中，80%来自官方金融机构，20%来自
民营银行。在这一数据基础上，英国国际债务研究机构

“朱比利债务运动”估计，中国债务在非洲外债中的比重
最多占 20%。相比之下，在非私营部门融资比重为
32%，多边金融机构债务占比35%。这意味着私营部门
和多边金融机构才是当前非洲国家的主要债务来源。

同时，中国贷款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债务状况稳
定、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国家。“中非研究倡议”项目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7年间，中国贷款存量超过50
亿美元的非洲国家有 7 个，占中国对非贷款存量的
56%。在“朱比利债务运动”界定的15个债务高风险非
洲国家中，中国贷款规模总体较小，有12个国家所欠
中国债务与其总体外债比低于18%。因此，将非洲债
务问题主要归因于中国，显然是不妥的。

在非洲国家整体外债构成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
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超过3/4，因而在减缓债问题
上负有更大责任，但目前二者特别是商业债权人并不
愿意参与缓债倡议。10月14日，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
行行长视频会议后发布的公报强调，“各方对商业债
权人未参与减债表示失望，强烈鼓励其按与官方双边
债权人可比的方式参加；鼓励多边开发银行进一步通
过提供新资金等方式支持缓债倡议”。

中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
观，同非洲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有
力支持了非洲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和民生
改善，受到非洲人民的广泛欢迎和国际社会的
普遍认可。泛非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德·阿
耶耶米表示，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为非洲带来
了专业知识和资金，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
机遇。南非标准银行首席执行官费切尔指出，
尽管过度负债是许多非洲国家的问题，但中国
并不是非洲国家的唯一债权国，非洲以开放的
姿态欢迎所有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合作伙伴。

对外举债风险与机遇并存，关键在于如何
利用。中国高度重视非洲债务的可持续性，在
对非合作中始终坚持集约发展理念，尊重非洲
人民的意愿，立足非洲实际需要，注重项目经
济社会效益，设身处地帮助非方防范债务风
险，减轻减缓偿债压力。事实证明，没有哪个
非洲国家是因为同中国开展合作而陷入债务
困难的，中国也从未向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逼
债，而是通过双边渠道协商解决。

“给非洲设置‘债务陷阱’的帽子永远扣不
到中国头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表示，中
国开展对非合作一向光明磊落，不干涉非洲国
家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也是中方处
理非洲债务问题所坚持的原则。恰恰是某些
国家在当年处理非洲债务问题时，附加了大量
政治条件，设定了很多非洲国家难以做到的标
准和门槛，借债务问题“改造”非洲，广受非洲
国家诟病。“在支持非洲方面，中方从未缺席。
我们愿继续同非洲国家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债务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债务救助只能解非洲国家
的“燃眉之急”，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短期来看，国际社会应认清部分势力
利用债务问题抹黑中国的企图，团结起来真心
帮助非洲解决债务问题；从长远看，国际社会
对非合作应从“输血”转向“造血”，通过结构性
改革和产业升级破解当地经济脆弱性，提升非
洲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这才是解决非洲债务
问题的最终出路。

“债务陷阱”论可以休矣
□ 田士达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
县的锐兴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主要从事网络通信机箱
机柜的制造、研发等，产品在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
很受欢迎。今年前三季度，
该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销量实现逆势上扬，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9100万元，同
比增长 24.5%，其中进出口
总额达5460万元。

图为该公司员工在生产
车间按出口订单制造产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十三五”时期，中国税务
部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
拓展国际税收合作，高质量服务
共建“一带一路”。截至目前，
中国税收协定网络已覆盖全球
111个国家和地区，为跨境投资
创造了确定、有利、合作共赢的
税收环境。

“十三五”期间，中国税务部门
积极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不断扩大
和完善税收协定网络。“一系列税
收协定在为跨境纳税人提高税收
确定性、减轻税收负担、避免双重
征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企
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
扬帆远航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央
财经大学教授樊勇说。

中国税务部门利用税收协定
项下的相互协商机制，及时处理、
积极化解跨境涉税争议问题。据
统计，2016年至2020年9月份，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与有关国家（地
区）税务主管当局开展双边协商
497例（次），为跨境企业消除重复
征税145亿元人民币。

“十三五”期间，“一带一路”
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果日益丰
硕。2019年4月份，首届“一带
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浙江
乌镇举行，签署了《“一带一路”税
收征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目前，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理
事会成员已增至36个，观察员增
至28个。2020年，《“一带一路”
税收》（英文版）创刊号出版，“一
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官方
网站正式上线，共商共建共享的常态化工作交流机制和平台
不断升级。论坛理事会主席、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机
制各参与方将在“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下，进一步加
强税收合作，以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乘用车出口企业之
一，也是A级纳税信用企业。在境外投资建设中，因多家国
外金融机构在授信评价体系中直接引用中国税务部门纳税信
用评定等级，使奇瑞汽车获得了信用贷款等业务的深度合作
机会，累计节约资金超过500万美元。

中国税务部门还相继出台多项稳外资税费优惠政策，
2018年实行的“递延纳税优惠新政”就是其中之一。得益于
该政策，新加坡企业亨鑫科技有限公司将3500万美元利润用
于其在华子公司江苏亨鑫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政策的有力实施，引导外资企业将利润再投资于中国生
产、经营。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享受优惠的外资企业共
2033户次，涉及税款167亿元人民币，推动股息再投资1741
亿元人民币。其中，今年上半年，全国享受再投资递延纳税政
策的外资企业户次同比增长17.35%。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
商、投资。中国税务部门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着力打通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目前，在税收服务等多种红利支持
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信心越来越强。商务部数据显示，今
年1月份至9月份，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非金
融类投资达到130.2亿美元，同比增长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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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日
前，由河南郑州起飞、满载40吨助力欧洲企
业复工复产急需物资的货运包机顺利抵达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
标志着郑州至布达佩斯往返定期货运包机航
线正式开通。

出席首航仪式的匈牙利创新和科技部国
务秘书山达·托马什说：“这一航线的设立，不
仅可以提升防疫物资采购，还可以帮助匈牙
利产品进入亚洲市场。空中航线为匈中双向
贸易提供了新动力，有助于匈牙利经济复苏
和进一步发展。”

负责货运包机航线的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
区首席执行官吴江介绍说：“我们希望借助布达
佩斯作为中东欧地区最大航空枢纽口岸的区域
优势，建立起覆盖整个中东欧的空中货运快速
网络，为海外仓和直销平台打通航空物流通道，
促进中东欧地区的电商发展。”

今年，中匈双边贸易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环
境下出现大幅增长，匈牙利外交和对外经济部
数据显示，2020年前7个月，中匈双边贸易额
同比增长19%，其中匈牙利出口增长10%。

该航线由寰宇航空向海南航空公司值飞，
到2021年底预计将有170个航班。

郑州至布达佩斯货运包机航线开通

本报讯 记者商瑞报道：10月27日，随
着“金星佐伊”轮靠泊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
码头，今年天津港集团第4条“一带一路”新
航线正式开通运营。

航线从天津港出发，沿中国沿海南下后
到达新加坡、科伦坡、那瓦西瓦、皮帕瓦沃、巴
生等港口；由东方海外、中远海运、宏海箱运、

金星轮船联合运营，共投入7艘8500标准箱至
9500标准箱集装箱船，实行周班运营。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任伟
介绍说，今年以来，天津港集团开通内外贸新航
线9条，其中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6条，有4条
通达东盟国家。截至目前，天津港有30余条集
装箱航线覆盖东南亚地区。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报道：日前，第九届
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在银川
举行，开幕式结束后，举办了中法葡萄酒论
坛，与会中法嘉宾围绕“葡萄酒文化的对话与
传承”话题展开探讨。

法国前总理皮埃尔·拉法兰通过网络致
辞表示，中法友谊源远流长。葡萄酒是一种
生活的艺术，它连接着中法人民。因此，两国
人民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将这种传统继续
发扬光大。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赵永清
致辞说，法国是葡萄酒文化之都，无论是葡萄种
植、葡萄园管理、葡萄酒酿造，还是葡萄酒艺术
和教育，都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宁夏
的列级酒庄制度、葡萄园种植管理、葡萄酒酿造
工艺，许多都来自法国。目前，宁夏葡萄酒已远
销德国、美国、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国国家级酿酒大师让—克洛德·贝鲁埃，
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前院长亨利·克洛
德·库索等嘉宾也作了精彩发言。

中法葡萄酒论坛在宁夏举行

天津港“一带一路”航线超过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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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国家政客近期又开始“炒冷饭”，炮制中国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论调。实际上，中国正积极

回应非方关切，减轻减缓其偿债压力。中国贷款为非洲发展带来机遇，所谓“债务陷阱”论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