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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数已

连续多日保持在 30 万以上。疫情急

剧恶化的态势让印度医疗系统措手

不及，多数医院超负荷运行，病床数

量严重不足，各地医用氧气告急。除

了医疗资源短缺外，殡葬业也不堪重

负。印度国内现状已可用“失控”二字

形容。

新冠肺炎病例数激增，与近段时

间印度频繁的宗教节日有密切关系。

3月份恰逢印度的洒红节，4月份印度

民众又迎来了 12 年一次的印度教大

壶节。为庆祝这些节日，大量宗教信

徒及民众聚集在一起，且并未做好防

护措施。

应该说，民众之所以会如此“不顾

自身安危”，重要原因之一是印度政府

“带病重启”的盲目自信。

今年前 2 个月，印度单日确诊人

数曾一度降至万人以内，加之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有序展开，印度政府一度

宣称疫情已接近尾声。印度主流媒

体也纷纷表现出对发展前景的乐观

态度。在这样的氛围中，印度政府判

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结束，是时候

加快国内各个领域的重启速度了。

4月 20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一次讲话中表示，第二波疫情下仅

需小范围区域隔离，而不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莫迪还补充

说，这是为了确保经济不受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印度多个邦

正在举行议会选举，选民需要在集会上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

防疫规定已然形同虚设，甚至莫迪本人在参加集会时都没戴口

罩。总理如此“作表率”，民众“心理防疫政策”约束力下降也就不

足为奇了。

如今，印度正在为自己的“迷之自信”付出代价。由于疫情发

展过于迅猛，印度央行近日连续调低新财年增速预期，先是由原先

的 11%降至10.4%，而后又降至10.1%。此前，多家评级机构已经对

印度新财年增长给出乐观估计。尽管这些机构尚未调低预测值，

但惠誉等已开始担忧，这一波疫情将拖累印度的复苏进度。

更糟糕的是，失控的疫情使得印度国内乱象丛生。各邦之间

因为抢夺氧气矛盾重重，富豪乘坐私人飞机逃离本国……想在复

苏过程中“抄近路”的印度显然“绕了远”。

印度疫情失控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眼下，全球疫情蔓延

态势渐缓，这固然有赖于疫苗大规模接种，但更重要的是，先前各

国严格执行的防疫举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因为疫情稍

有好转，就认定“好日子”已经来临，并由此将全社会强行拖回到想

象中的“正轨”上，结果必定适得其反。

疫情尚未结束，国家重启与经济复苏也不能恣意加速，政府必

须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做实，在保障民众健康、社

会稳定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经济复苏。唯有如此才能早日从疫情的

阴霾中走出来，迎接真正的曙光。

印度新冠肺炎病例数激

增，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带病

重启”的“迷之自信”。眼下，

全球疫情蔓延态势渐缓，这

固然有赖于疫苗大规模接

种，但更重要的是，先前各国

严格执行防疫举措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因为疫

情稍有好转，就认定“好日

子”已经来临，将全社会强行

拖回到想象中的“正轨”上，

结果必定适得其反。从这个

角度上看，印度疫情失控为

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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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公司第一大股东 Prosus 日前宣

布，通过其子公司 MIH 出售约 1.92 亿股腾

讯股份，相当于减持腾讯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 2％。这一决定一经发布，立刻引发投资

者关注，Prosus 母公司南非全国传媒集团

（Naspers）也由此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作为一家已经有 106 年历史的南非企

业，Naspers从报纸和出版业起家，逐步发展

为南非媒体巨头和互联网大鳄。如今，投

资全球消费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其重要业

务板块。

报业起家

1915年，一群欧洲移民在南非成立“全

国报业公司”（以下简称“南非报业”），并创

办国家级日报《公民报》。之后，南非报业

出版了很多报刊图书，旗下最多有超过 60

种报纸和杂志，成为当时非洲最重要的媒

体中心。1985年，南非报业推出了首个付费

电视系统 M-Net，从发行商转型为媒体公

司；1994年，在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

1997 年涉足互联网，成立互联网服务企业

Mweb；1998年更名为Naspers，并沿用至今。

如 今 ，Naspers 已 发 展 成 为 大 型 互 联

网集团，多个领域的业务在南非处于领

先位置。

携手腾讯

Naspers 的业务并不局限于南非本土。

比如，它与中国腾讯公司的合作就被传为

佳话，并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收益。

200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正值低谷，即

时通讯软件 OICQ 的用户数量却依旧保持

大幅增长。当时，刚成立不久的腾讯公司

急缺资金满足运营需要，可公司管理层见

了许多投资人却四处碰壁。此时，一名名

叫“网大为”的外国人看中了腾讯，并表达

了投资意向。

“网大为”来自 Naspers 子公司 MIH 投

资公司。早在 2001 年，其对腾讯的估值就

高达6000万美元，远超其他投资者。后来，

MIH拿到腾讯32.8%的股份。此后，腾讯股

权结构历经多次调整，但 MIH 始终看好腾

讯的潜力。即使在此次减持后，其持股比

例仍高达28.9%。

事实上，Naspers 与腾讯公司可谓彼此

成就。MIH 救腾讯于山穷水尽之时，后来

腾讯股票市值一路高升，投资分红也帮助

Naspers 弥补了亏损。如今，这笔交易的投

资收益已超过 7000 倍，成为风险投资史上

获利最大的交易之一。

不过，由于腾讯的市值远高于 Naspers

本身，“幸福的烦恼”也随之而来。由于该

集团在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所占权重不

断上升，超过南非许多机构投资者的单一

股票上限，导致许多投资者被迫出售该集

团股票。为此，集团正通过减持和分拆等

措施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Naspers 于

2018 年 3 月和 2021 年 4 月两次减持腾讯股

份；另一方面，于 2019年分拆出 Prosus公司

在阿姆斯特丹泛欧交易所上市，专门持有

集团的国际互联网资产，所以本次减持腾

讯股份的主体也变成了Prosus公司。

布局全球

腾讯只是南非全国传媒集团全球投资

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该集团的投资组合

极为庞大多元。据介绍，集团旗下拥有的

品牌和持有的投资遍布 1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服务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新兴市场

的影响力尤其大。

一方面，南非全国传媒集团投资了大

量互联网头部企业，渗透到消费互联网的

各个领域。在社交媒体领域，它收购了俄

罗斯互联网巨头 Mail.ru 近三成股份；在电

子商务领域，收购了罗马尼亚最大电商

eMAG 的多数股份；在支付领域，其成立的

金融科技公司 PayU 已覆盖 50 多个新兴市

场国家；在食品配送领域，其投资的德国

“外卖超人”在 40 多个国家提供服务，巴西

的 iFood、印度的 Swiggy也成为当地最受欢

迎的外卖平台。

另一方面，南非全国传媒集团也在通

过风险投资发现“下一个腾讯”。据 Prosus

公司介绍，它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兼具潜力

和雄心”的初创企业，帮助创业者打造“长

期领先”的公司。其中比较成功的包括美

国在线教育网站 Udemy、印度尼西亚一站

式物流平台 Shipper 等。Prosus 公司表示，

其风险投资风格是不追求短期回报，希望

与合作伙伴一起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全球

业务。这与其本世纪初投资腾讯、连续 17

年不套现的做法一脉相承。

Prosus 公司此次减持腾讯股票获得的

巨额现金收益，也将为其新兴领域投资和

数字化转型蓄力。在减持公告中，该公司

表示，在食品配送、金融科技、在线教育等

领域“看到了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的机

会”，未来将通过风险投资部门在医疗健

康、物流、区块链、社交电商等领域“继续支

持创新的企业和企业家”。

Naspers 结 缘 腾 讯 成 就 彼 此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拥有百余年历史的Naspers从报纸和出版业起家，如今已发展成为南非媒体巨头和互联网投资大鳄。其最引人关注的

投资是于本世纪初入股了刚刚诞生不久的腾讯，20年间投资收益已超7000倍，堪称风险投资史上获利最大的交易之一。其

减持腾讯也并非为了套现，而是为了符合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对南非机构投资者的单一股票上限要求。Naspers方面表

示，其投资风格是不追求短期回报，目前正在努力寻找“下一个腾讯”。

图为Naspers首席执行官鲍勃·范迪克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当日，该集团旗下子公司、腾讯公司第一大股东Prosus上市。 （Naspers供图）

4 月 26 日，2021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

投资贸易博览会在青岛胶州开幕。与

会人士表示，今年正值上合组织成立 20

周年，推动上合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是

互惠互利之举，将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

发展注入新活力。

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近年来，上合组织相关国家间贸易

往来日渐密切。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诺罗夫表示，上合组织已成为一个互

惠互利的重要国际平台。目前，上合

组织覆盖了全球约半数人口，不仅拥

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还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强大的生产力，经贸合作前景十

分广阔。

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对上合组织

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对上合组

织成员国的进出口总值由 2001 年的

171.4 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448.5 亿

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15%。从贸易结构

看，我国对上合国家出口以机电产品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合计占出口总值

的 75.4%，自上合国家进口以原油、农产

品、铁矿砂、铜和天然气为主，合计占进

口总值的61.6%。

商务部欧亚司二级巡视员杨修敏

表示，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

的经贸合作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贸易

往来日益紧密；二是投资合作成果丰

硕，一大批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项目顺

利实施；三是互联互通成效显著，上合

组织国家间初步构建起公路、铁路和油

气网络，成为稳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的有力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与上合

组织成员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经贸合

作也迎来了新契机。在博览会上，华大

集团国际发展事务副总裁熊韬和哈萨

克斯坦主权基金以及投资署负责人进

行了深入交流。熊韬告诉记者，目前，

华大基因为许多上合国家供应了新冠

病毒检测试剂，还在哈萨克斯坦、印度、

斯里兰卡等上合组织相关国家建立了 4

个“火眼”检测实验室，帮助当地提升检

测水平。

尽管当前一些合作多少带有应急

性质，但是也为华大和上合组织相关国

家开展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在哈萨

克斯坦实验室揭幕时，当地官员向我们

表达了希望与华大基因等中国企业建

立长期商务往来关系的意愿。我们也

看好上合经贸合作的潜力，愿意探索更

多合作可能性。”熊韬说。

示范区成为重要平台

2018 年 6 月，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上，我国提出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自成立以来，上合示范区建设成果

丰硕，已经成为推动上合经贸合作的重

要支点。诺罗夫表示，建设上合示范区

是一项非常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得到

了各方的支持，将为上合经贸合作、投

资和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促进上合组

织相关国家互利共赢。

目前，上合示范区累计签约落地境

内外重点合作项目35个，总投资达1445

亿元。示范区与中白（白俄罗斯）工业园

等境外园区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同时

整合青岛港、胶东国际机场、中铁联集青

岛中心站、传化公路“四港”资源，建设上

合示范区多式联运中心。

据上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刘建军介绍，上合示范区常态化开

行 20 条国际、国内班列，2020 年开行欧

亚班列突破 400 列，增长 15.9%；集装箱

作业量达76.5万标准箱，增长14%。

2020年4月，上合示范区开通了“齐

鲁号”欧亚班列上合快线。该快线以上

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为货源集

结地，直达上合组织国家主要物流节点

城市。目前，上合快线已开通 11条国际

线路，辐射上合组织 5 个成员国和 3 个

观察员国的 30多个城市，运输时间比常

规班列节省 10%至 15%，运输费用节省

7%至10%。

在今年的博览会上，来自 17个国家

的 4个友好城市及 19个友好园区代表，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青岛市

及上合示范区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并

签订了总投资 668 亿元的 20 个项目，涵

盖商贸物流、新能源、高端制造、文化旅

游、生物医疗等多个领域。

多层面完善合作基础

与会人士表示，上合经贸合作要进

一步深化，尤其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战略对接等方面予以完善。

中国国际商会双边合作部部长吴

蒙对记者表示，深化上合组织国家间经

贸合作，可以从四方面入手。第一，要

加强战略对接，充分发挥各国在资源禀

赋、产业结构、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

的互补性。第二，推动政府部门尽快商

签贸易便利化协定，促进地区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第三，各方

应携手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深

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第四，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

着眼后疫情时代，在全球数字治理、智

慧城市建设、公共卫生体系数字化建

设、网络安全等方面提出“上合方案”。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柯依舍巴耶

夫认为，完善交通物流设施对于上合

经贸合作十分重要。“不久前，苏伊士

运河被堵再次证明了陆路运输的重要

性。目前，哈萨克斯坦正积极致力于与

有关国家开展合作，让我们国家的‘光

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一带一路’更好

对接。大陆交通物流是我们开展经济

合作的‘血管’，能够保障经济合作和经

贸往来的运转，即便是在遭遇疫情冲击

的情况下，也不能放弃对它们的建设和

使用。”

2021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在青岛举办——

推动上合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袁 勇 刘 成

4月26日，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在青岛胶州开幕。图为参展商与

采购商进行交流，共寻商机。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