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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全球复苏的威胁远未消退

本版编辑 徐 胥

近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

示，巴基斯坦在 2020/2021 财政年度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6月）的国内生

产总值（GDP）增速估计为 3.94％。巴

政府此前估计本财年 GDP 的增速为

2.1％，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给出的数字分别是 1.3％和 1.5％，巴

基斯坦国家银行（SBP）估计增速为

3％。巴官方此次公布的 GDP增速估

值将近 4％，可以说是经济复苏路上

的一个“惊喜”。

对于 3.94%这一数字，伊姆兰·汗

表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复苏”，并且

进一步说明本财年外汇储备也有所增

长，经常账户也处于盈余状态，这个

3.94%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增长”。巴

基斯坦计划发展部部长阿萨德·乌玛

尔同样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

经济发展构成巨大挑战的情况下，这

一增长数字令人欣慰，证明了政府所

采取的经济政策取得了成效。巴基斯

坦国家银行发文指出，政府细心制定

的经济政策和配套措施助推了经济反

弹，公共债务也得到了较好控制，市场

情绪和投资前景已经稳定，因此本财

年GDP增长能超出预期。

巴官方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本

财年服务业 GDP 增长了 4.4％，工业

GDP 增长了 3.5％，农业 GDP 增长了

2.7％。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是批发

和零售贸易，而在工业部门中大型制

造业则是增长最快的一环。上述两个

子行业合计占 GDP的 28％，并且都在

2020年严重萎缩，到了 2021年这两个

行业开始触底反弹，对本财年 GDP的

增长贡献明显。其他如种植业、建筑

业、金融与保险业以及住房服务业等

也都表现强劲。经济界人士撰文称，下一步巴政府应该对复苏中

表现不佳的行业多施点力，例如采矿、运输和通信行业。

当然，巴国内各界也在讨论这样的增长是否可持续。有专业

人士认为，GDP增长数字看似喜人，但如果后续吸引投资不足，国

内将面临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次 GDP 增长主要是通过高

额汇款流入而达成的“补偿性增长”，并不能持久，必须警惕在未来

出现经常账户危机。对此，政府需要通过新的举措使得出口多元

化，从而控制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当前，巴基斯坦仍处于新一轮疫情之中，这对于

巴基斯坦的医疗系统乃至整个经济社会而言仍是挑战。不过，巴

基斯坦卫生部部长苏尔坦预计巴基斯坦不会出现类似印度的情

况，因为巴基斯坦较早启动了应急计划，国内的医院已经增加了病

床数量和氧气产量。近日，在中国的帮助下，巴基斯坦已经成功在

本土生产新冠疫苗，并将于近期上市，这对巴控制国内疫情而言无

疑是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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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个多月来，柬埔寨暴发了新一轮波

及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柬中央和地方政

府采取了严格区域封锁措施，并加速疫苗接

种，双管齐下阻断疫情。目前疫情得到初步

控制，但无论是餐饮旅游业、制衣制鞋业还

是房地产业，都在这轮疫情“突袭”中大伤元

气。经济日报记者注意到，主要由中资企业

担纲的柬埔寨多个大型基建项目却大多如

期推进，为柬埔寨经济的疫后复苏增添了不

少底气。

5月 18日，由中国华电集团投资建设的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 2×350兆瓦燃煤电站项

目 1 号机组锅炉大板梁顺利吊装，标志着

1 号机组锅炉主体框架基本完成。该项目

是柬埔寨目前在建最大发电项目，两台机组

预计分别于 2022 年底和 2023 年 3月投产发

电，年发电量约为 52 亿千瓦时。华电西港

公司执行董事乐建华表示，柬埔寨新冠肺炎

疫情出现社区传播后，项目组坚持防疫和建

设两手抓，确保“零感染”和施工建设不受影

响，牢牢把握旱季施工黄金期，各项建设节

点均如期完成。

中 国 援 建 柬 埔 寨 的 第 八 座 跨 河 大

桥 ——格罗奇马大桥已于 3 月提前竣工并

试通车，该桥为中国企业在柬埔寨建成的第

三座跨湄公河大桥。负责该桥建设的上海

建工集团柬埔寨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辛国顺

介绍，目前该公司在柬埔寨还有多个在建项

目。其中，主线全长47.6公里的金边三环线

已经建设过半。全长 79.1 公里的援柬乡村

道路二期 1标段尽管工期尚未过半，但工程

量已经完成 71.4%。今年 4 月开工、主支线

全长 114.5公里的 71C国家公路将在雨季来

临前完成路基填筑的 30%。辛国顺表示，疫

情的暴发和随之而来的封锁，确实给组织施施

工和管理造成了不便工和管理造成了不便，，但公司及时调整部

署，已将对进度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总投资超过 20 亿美元、全长 187.05 公

里的柬埔寨首条高速公路——金港高速公

路也在如期推进之中。中国路桥金港高速

项目副总经理王鹏涛介绍，截至 5 月中旬，

项目已经完成 60%。“全线正热火朝天地朝

着 2022 年 9 月通车的目标稳步迈进。”他表

示，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项目总经理部严

格落实防控措施，积极落实中柬员工疫苗接

种工作，同时在全线展开劳动竞赛和“管理

提升年”活动。

负责暹粒新国际机场建设的吴哥国际

机场投资（柬埔寨）有限公司针对疫情形势，

在制定和落实好各项预案的同时，与参建单

位建立联防联控机制。5月初，该项目参建

单位员工已全部完成第二剂疫苗的接种。

公司副总经理王宏先介绍，截至目前，飞行

区场道工程已基本完成施工。航站楼工程

主体结构封顶后，正在开展钢结构锥形柱混

凝土浇筑等施工工作。高架桥道路、机场办

公楼等综合配套工程均已启动基础施工。

中国驻柬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邬国权表

示，使馆专门协调柬方医院，派出医疗小组

赴金港高速公路、暹粒新国际机场、华电西

港燃煤电站等人员较多且集中的重大项目

开展上门接种服务。使馆还指导企业采取

“大封闭+小隔离”等措施，加强人员健康监

测，完善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强化应急物

资保障能力，确保工程进度不受影响。

柬埔寨最高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梅卡

利安表示，基建提升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疫情期间仍然如期推进的项

目，令人感到惊叹和感激。“我们不知道什么

时候能够度过疫情，疫后经济复苏会以哪种

形态出现。但无论如何，基础设施的改善都

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你们又来啦！”看到两个大姐姐走来，正在踢足球的阿尔及利

亚小男孩萨利姆飞奔过来，满脸兴奋和喜悦。

萨利姆今年 8 岁，是当地 SOS 国际儿童村收养的孩子。该儿

童村是为孤儿和残疾儿童提供服务的国际慈善救济组织。5 年

前，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启动儿童关怀公益活动，每年定期组织爱

心捐赠、关怀陪伴、志愿服务等活动。中建当地员工萨布琳娜和冬

妮娅两姐妹作为“爱心使者”，常常带领公司员工来到儿童村。一

来二去，中建的哥哥姐姐们便成了孩子们的“老朋友”。

“六一”儿童节前夕，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再度派这两位“爱心

使者”来看望孩子们。萨利姆领着两位大姐姐参观儿童村，讲述这

里近期的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这里的孩子们不能像

往常一样外出上学、玩耍，食物和防疫物品的供应也十分紧张。“义

工阿姨常常说，多亏了你们的帮助，我们才能有食物和玩具，谢谢

你们！”萨利姆笑着说。萨布琳娜和冬妮娅连连摆手：“不用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参观完毕参观完毕，，儿童村的孩子们簇拥着两姐妹来到院子里儿童村的孩子们簇拥着两姐妹来到院子里。。原来原来，，

他们准备了绘画作品和歌曲表演他们准备了绘画作品和歌曲表演，，作为礼物送给她们俩作为礼物送给她们俩。。萨布琳萨布琳

娜和冬妮娅接过这一份份充满爱的礼物娜和冬妮娅接过这一份份充满爱的礼物，，与孩子们开心地合影留与孩子们开心地合影留

念念。。她们告诉儿童村负责人她们告诉儿童村负责人，，她们已在中建工作多年她们已在中建工作多年，，作为作为““爱心爱心

使者使者””来到儿童村感到十分自豪来到儿童村感到十分自豪，，深切感受到中国公司的责任感和深切感受到中国公司的责任感和

奉献精神奉献精神。。

离开儿童村离开儿童村，，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奔向西迪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奔向西迪··穆萨老人院穆萨老人院。。同儿同儿

童村一样童村一样，，这是当地为无人赡养的老人提供慈善救济的组织这是当地为无人赡养的老人提供慈善救济的组织。。时时

值阿尔及利亚传统节日值阿尔及利亚传统节日，，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为让老人们有更好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为让老人们有更好

的居住环境的居住环境，，买来水泥等多种材料买来水泥等多种材料，，修缮房屋和庭院修缮房屋和庭院，，还送去了大还送去了大

量生活物资和药品量生活物资和药品。。

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自成立以来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自成立以来，，入乡随俗入乡随俗，，积极履行社会责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任，，号召全公司员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号召全公司员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用实际行动帮助用实际行动帮助、、支持当支持当

地民众地民众。。数十年以来数十年以来，，每次社区组织公益慈善活动每次社区组织公益慈善活动，，不论是抢险救不论是抢险救

灾灾，，还是义务修缮还是义务修缮、、清扫街道清扫街道、、爱心捐赠等爱心捐赠等，，都有中建员工的身影都有中建员工的身影。。

““全世界都在经历这场疫情的考验全世界都在经历这场疫情的考验，，在这样艰难时刻在这样艰难时刻，，中建再中建再

一次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一次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在公司捐赠食物的现场在公司捐赠食物的现场，，附近小镇的负附近小镇的负

责人连连道谢责人连连道谢。。

中企在柬项目如期推进
本报驻金边记者 张 保

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爱心使者”温暖人心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的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的““爱心使者爱心使者””与当地与当地SOSSOS国际儿童村的孩子们一同玩耍国际儿童村的孩子们一同玩耍。。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期，部分发达经济体数据有所改善，

一些主要国际机构最新预测报告也看好经

济复苏前景，在此局面下，部分专业人士已

经开始探讨疫情拐点后的全球经济走向。

不过，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势头并未被

遏制，而部分国家又醉心于操弄病毒溯源

问题政治化的把戏，疫情对全球经济复苏

的威胁恐怕远未消退。

5 月 25 日，被业内视作德国经济发展

风向标的伊弗商业景气指数显示，德国5月

份商业景气指数环比显著上升，从 4 月的

96.6 点升至 99.2 点。27 日，德国市场研究

机构捷孚凯报告指出，德国6月消费者信心

先行指数环比上升。美国商务部 5月 27日

公布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

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6.4%，与初次

数据持平。世界贸易组织（WTO）5 月 28

日发布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认为，

全球货物贸易继续复苏，贸易扩张的步伐

正在加快。

改善向好的数据鼓舞了市场信心。有

分析指出，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取得进展，放

松限制措施变得可能，这有助于提振关于

经济增长的乐观情绪，也反映出部分发达

经济体的经济正在加速恢复。一些较为乐

观的分析预计，随着疫苗注射的加快以及

疫情防控的强化，新兴市场国家将会加快

复工复产。

不过，3月底以来在印度暴发的新一轮

疫情来势汹汹，正向周边国家渗透蔓延。

截至北京时间 5 月 31 日 6 时 30 分左右，全

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411010 例，新增死亡

病例8653例；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0212

例，累计死亡病例已接近61万例。

从不同角度审视，疫情的影响冲击仍

在持续。

首先，变异毒株的出现增加了防控难

度。5 月 29 日，越南宣布该国发现新的新

冠病毒变异毒株，它是此前在英国和印度

发现的变异毒株混合体。据越南卫生部介

绍，这种变异毒株混合体“非常危险”，传播

性极强，能在空气中迅速传播。越南出现

的新情况，反映出病毒在持续传播中进一

步变异的风险仍在增加，更大大增加了各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防控难度。

其次，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冲击并未

停止。如在发现变异毒株的越南，4月底以

来在河内市、胡志明市、岘港市等主要城市

出现多个本土病例，北部北江省某工业园

内更是发生大规模感染新冠病毒事件，对

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这一轮疫情发生以

来，尤其对南亚、东南亚地区工业和经济造

成较大冲击，对供应链产业链的影响还在

持续发酵。

此外，个别国家对合作抗疫不太上

心，却醉心于将疫情溯源问题政治化。不

久前，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情报部门调查确

定新冠病毒是否来自实验室事故，一些美

国媒体随之推波助澜，援引不可信消息源

鼓噪对中国进行再调查。分析认为，拜登

政府重拾病毒溯源问题，耍弄的依旧是

政治炒作、抹黑甩锅的老把戏。这不仅

无助于迫在眉睫的全球抗疫合作，更会

让美国忽视新一轮疫情可能带来的冲击

和危害，进

而对世界经

济复苏带来

持续的不利

影响。

柬埔寨首条高速公路柬埔寨首条高速公路——金港高速公路施工现场金港高速公路施工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