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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韩国国内

经济的复苏态势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对外出口强劲

增长、内需和投资同时改善的情况下，韩国经济还

是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绩，韩政府已将全年经济增

长预期提升至4.2%。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1 月至 7 月韩国累计出口额达到 3587 亿美元，创下

历年同期最高值。特别是 7 月出口额达到 554.4 亿

美元，刷新韩国有数据统计以来的单月出口额纪

录。与此同时，以半导体为代表的 15 个主要出口

品目全部实现了正增长，9 个主要出口地区出口额

也全部实现了正增长，展现了韩国经济增长的强劲

动力和各产业的均衡发展。

传统优势产业对韩国出口起到了强劲支撑作

用。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和数字化转型趋势加速，

韩国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上半年出口迎来较大增长，

出口额达 1030.4 亿美元，创历年同期第二高纪录。

其中 6 月出口额为 1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1%，已

连续 13个月保持增长。韩国汽车出口也创近七年

新 高 。 韩 国 国 内 汽 车 企 业 上 半 年 共 生 产 整 车

181.451 万辆，其中出口 104.9658 万辆，出口额达

236.1亿美元，同比增加49.9%。

韩国银行、韩国产业研究院等政府部门和研究

机构对韩国下半年出口保持积极乐观，并预测今年

韩国出口额将突破 6000 亿美元，贸易总额有望进

入万亿美元时代。

据韩国企划财政部近期数据，韩国 6月境内刷

卡额同比增加 8.4%，连续 5 个月保持增势；百货商

场销售额同比增长 10.3%；线上消费额大增 43.9%；

消费者信心指数（CSI）为 110.3，环比增加 5.1点，连

续6个月向好。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韩国内需消费在今年新冠

疫苗接种启动后实现快速增长，由于受到无法出国

旅游消费等限制，韩国老百姓选择对奢侈品、进口

汽车等进行替代性报复消费，加之同期韩国房产价

格快速拉高，股票市场持续牛市，更刺激了韩国人

的消费冲动。

据韩国汽车产业协会最新数据，上半年韩国国

产车销量同比减少6.2%，为75.6万辆；但进口车销量

却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6.7万辆，市场份额同比提升

3.1个百分点至18.1%，其中宾利、劳斯莱斯等高价进

口车销量更是刷新历史纪录，同比大增38.3%。

受韩国经济景气指数持续复苏、半导体产业快

速发展吸引，韩国国内设备投资出现快速增长，5月

同 比 增 长 率 达 到 10.0% ，6 月 增 幅 进 一 步 达 到

10.9%，为全年经济稳健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另

外，韩国政府为打击房地产投机，为青年人提供廉

租住房，加大了房屋建设投资，建设投资同比降幅

正在不断缩小，并有望在下半年由负转正。

由于韩国政府应对疫情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

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强了国外投资者对韩国经济

的信心，韩上半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实现同比大

幅增长。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统计，以申报额为

准，初步核实 2021 年上半年韩国吸引外商直接投

资（FDI）额为131.4亿美元，同比增加71.5%，实际利

用外资 78.4亿美元，同比增长 57.3%，双双创下历史

第二高值。

但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在韩国的肆虐，韩国政

府在不得已之下实施了最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这给韩国的经济增势预期带来较多不确定性，特别

是直接接触类服务业领域将面临更大挑战。一旦

疫情扩散引发的消费心理萎缩和原材料价格上升

引发的企业经营心理萎缩同时出现，将给韩国下半

年经济带来致命打击。

为此，韩国政府已做出积极应对。韩国总统文

在寅日前主持召开经济部长扩大会议，强调提振内

需和服务业的重要性，呼吁有关部门为弱势群体和

青年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出台扶持个体工商

户和文艺旅游产业的方案，尽快编制第二期补

充预算，根据疫情形势制定全方位的消费刺

激政策，力求将政府制定的“经济快速复

苏”和“向领先型经济转型”两大目

标转换为老百姓可感受的现

实，确保全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 4%

以上。

韩国投资增长出口强劲
——国际经济形势面面观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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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第二届中国与中东合作论

坛：深化友谊与创新发展”以线上和线下结合

的方式举办，主会场设在北京，近百位中外嘉

宾参加了本次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主席团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

智库理事长谢伏瞻指出，一年多来，中国与中

东国家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双方友谊日益巩

固，双方人民福祉和前途命运更加紧密相连，

充分展现出双方是患难与共、抗疫与共、命运

与共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他就论坛主

题谈了三点看法：一是在团结抗疫中深化传

统友谊，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

在应对挑战中加强创新合作，共同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三是在共同发展中谋

求普遍安全，共同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

表明，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是动力不是

障碍，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政府和人民始

终珍视同中东国家的传统友谊，愿同中东国

家共同努力，推动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向

前发展。

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

主席图尔基·费萨尔亲王表示，过去的 20 年

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是互利共赢的。

中国通过派遣特使对中东冲突进行斡旋，为

中东的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东国家

也在中国面临困难时向中国伸出援手。中国

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基础之上，中阿合作论坛也成为中国与中东

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与中东国家重视

文化和人文交流，双方都致力于发展全面关

系。双方将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将此作为

中国与中东合作的基础；推动国际秩序的构

建，共同应对当前挑战，推动坦诚对话。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指出，作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

国始终心系中东国家和人民，中方提出实现

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解决叙利亚问题

的四点主张和落实“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等

多个倡议主张，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化解矛

盾纷争、探寻地区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智慧，为

促进地区和平安宁注入正能量。面对疫情肆

虐，面对民生多艰，中方聚焦加快发展，秉持

开放精神，倡导互利共赢，厚植地区发展繁荣

的根基。中方愿继续同中东国家共同努力，

深化抗疫合作，夯实友好基础，推进人文交

流，捍卫公平正义，共建集体安全，打造更高

水平的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

体，开创双方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是人类在近代史上面临的最严峻考

验，中国很好地控制住疫情，不仅造福本国，

也有助于世界的抗疫。阿联酋是中东北非地

区的重要国家，是第一个与中国开展疫苗合

作的中东国家。阿联酋与中国互为全面战略

伙伴，双方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指出，中国

与中东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中东动荡转型时期

和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进一步提

升。中国的主张和理念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安全治理观的具体体

现。中国希望与中东各方保持沟通与合作，

携手打造安全共同体，共同促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中国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李成

文指出，中东安全事关各方利益，近来由于美

国战略收缩引起更多关注。中东安全的出路

在于实现普遍安全，对此有以下几点看法：一

是中东是世界上安全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中东之乱除了内部原因外，外部干涉是最

重要的祸根；二是解决中东安全问题迫切需

要树立新的安全观；三是加强安全合作符合

中国和中东各国共同利益；四是面对国际和

地区新形势，中国同中东国家加强安全合作

比以往更加重要，为此，双方的智库应共同

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非洲研究

院院长王灵桂表示，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中

国与中东国家守望相助，双方在多领域开展

了高效合作，用言行诠释了中国与中东国家

命运共同体的真谛，树立了合作抗疫的全球

典范。当前，中东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

大变动大调整，中东人民正在自主探索变

革。无论是实现现代化，还是合作抗疫，友谊

与创新将是我们合作永远的主题。他就论坛

主题提出四点看法和倡议：一是致力于科技

创新和合作；二是致力于文明交流；三是致力

于安全稳定与发展并举；四是致力于学术交

流机制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大学校长哈米

德·纳米伊在讲话中说，阿联酋是一个多元的

国家。当前，包括中阿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都面临疫情持续、气候变化等诸多挑战，两国

学者应为此发挥自己的作用。沙迦大学既有

中文专业，也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阿联酋

诚挚地祝贺中国在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感

谢中方与沙迦大学在多方面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

王林聪认为，本届论坛有三个特点：及时

性、高端性和建设性。他说，出席论坛的嘉

宾在研讨中达成了几点共识：一是推动学术

交流机制化，定期举办“中国与中东国家合

作论坛”成为各方的共同愿望；二是通过抗

疫合作深化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友谊，加深

了互信，提升了合作水平；三是发挥科技创

新的支撑作用；四是共同致力于文明交流和

文明互鉴，共同弘扬不干涉内政原则、公平

正义、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等共同理念；五

是积极推动安全合作，推进安全治理和中东

集体安全机制的形成，实现安全稳定与发展

并举。

第二届中国与中东合作论坛举办——

深化传统友谊 共谋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渠丽华

论坛主会场。 本报记者 渠丽华摄

夏天虽然要过去了，但是冰

淇淋热度未消。近日，雀巢宣布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开设意式甜品

店，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意大利国

宝级巧克力品牌芭绮（Baci）和意

大利百年冰淇淋品牌安缇亚朵

（Antica）产品。两大品牌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体验加持增加了想

象空间和吸引力。

从农业支持、原材料采购、生

产到商业化，雀巢一步步全方位

深耕本土化发展。30 多年前，雀

巢在哈尔滨建起了在华第一家工

厂。近 3 年来，雀巢连续对当地

增加投资，累计增资 7 亿元人民

币。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罗士德表示：“当前，哈尔

滨提供了优质的营商环境，也为

企业孕育了更多发展商机。”

新门店的开设，使雀巢在当

地的高端化生产得以强化；芭绮

巧克力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即和冰

淇淋品类相融，也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冰淇淋往甜品化方向发展

的趋势。

中国是雀巢全球第二大市

场。意大利国宝品牌进驻中国百

年老街，显示出雀巢对中国市场

及中国消费者的极大信心，也是

我国中高端消费持续快速发展的

缩影。

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和电商渠道的发展，加上一些新

锐国产冰淇淋品牌的带动，以往外资品牌占据中高端领域

的行业格局有所改变。但是，行业的竞争比以往更加激烈，

不少冰淇淋企业都在抢抓新零售商机，并积极拓展消费场

景、研发新品、创新IP。专

家表示：“在原料、口味、工

艺等方面，冰淇淋行业还有

很大的创新空间。”

数据显示，中国作为

全球最大的冰淇淋市场，

年销售规模超过千亿元。

但是就人均消费冰淇淋而

言，未来还有巨大的市场

可能。

本版编辑 周明阳 美 编 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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