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罗地亚库纳正式停止流通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 1月 15日电 （记者李学军）根据克罗地亚

政府的规定，从 15 日零时起，作为法定货币流通了 28 年之久的库

纳正式停止流通，欧元从此将完全取代库纳成为克罗地亚唯一的

法定货币。

克罗地亚于今年 1 月 1 日加入欧元区，为帮助居民适应欧元，

克罗地亚政府规定，从 1 日零时到 14 日午夜为库纳和欧元并用时

期，15 日零时起库纳不再流通和使用。

克罗地亚加入欧元区之后，居民银行账户上的库纳按照欧元

和库纳 1∶7.5345 的汇率自动折算成欧元。在 2023 年一整年时间

内，居民可以到银行网点、邮局等把手中的现金免费兑换成欧元，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可到克罗地亚中央银行进行免费兑换。

据克罗地亚中央银行估计，由于货币更换，收回的库纳钞票将

超过 5 亿张，库纳硬币重量将达 5200 吨，它们将被送入机器进行切

割、熔化。出于环保原因，收回的库纳钞票不再被焚烧，而是被切

碎后用于公共建筑工程的绝缘材料，硬币被熔化后另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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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规模最大的家纺
业展会——法兰克福家用
及室内纺织品展（以下简
称“法兰克福家纺展”）日前
落幕。这是德国在 2023
年举办的首个大型国际展
会，吸引了全球 2400余家
行业展商参展。其中，中
国参展企业超过 400 家，
是本次展会上来自单一国
家的最大展团，受到各方
瞩目和欢迎。

中国展台新老客户不断

在中国展位比较集中的 6 号馆和 10 号

馆，展位上人潮涌动，客户拿着产品不停询

问。工作人员手里捧着厚厚的笔记簿，上面

钉满了客户留下的名片。一些国外客户甚至

在开展前一天就找到中国纺织企业展商进行

洽谈。

“这么多中国展商参展，我们很高兴。作

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供应商是

很重要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展览集团董事会

成员鲍思丰欣喜地表示，“我们各大洲子公司

的展会都十分重视中国买家和卖家的参与。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温婷表示：“中国客户反应很快，有着强烈

的参展愿望。”

南京海聆梦家居是家乐福、奥乐齐、欧

尚等全球知名品牌的供货商，负责人倪晨在

4 天展期内忙个不停：“客户多到没空吃饭。”

烟台北方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李建国

从一早就马不停蹄地接待访客。常常是这边

桌 上 谈 着 一 拨 人 ，另 一 拨 人 已 经 在 旁 边 等

待。他翻开记事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要

拜会的客户：“这次参展我大概要见 40个老客

户，还有至少 40个新客户。参展收获很大，一

家美国客商当场就签了 100万美元的单子。”

浙江居莱家居集团总经理徐剑还首次将

展位开到了欧洲精品馆。“我们工厂使用的是

最好的设备、最好的面料，在中高端产品领

域，我们的产品价格合理，市场前景广阔。”徐

剑信心满满。

“我们与中国合作
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据统计，2022 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

超 320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家纺企业

的到来，也令法兰克福展览集团以及德国会

展行业对今年业绩持乐观态度。

展会现场，一些欧洲纺织批发商对记者

表示，中国纺织品制造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

国供应商在生产技术、交期速度、产品质量等

方面都有相当保障。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纺织

品制造更加注重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产品竞

争力不断提高。

随着中国一系列优化疫情防控措施落

地，全球会展业也因此受益。“得益于中国市

场恢复，整个会展行业复苏超出预期。我们

展会产品对华销售数字快速增长。”鲍思丰表

示，在过去 30 多年间，法兰克福展览集团在

中国建立了非常完备的经营架构，在大中华

区有 8 个办公室。他说：“我们与中国合作的

大方向不会改变，我们将和中国携手前进，让

合作越来越好。”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新闻发言人马库斯·
奎特对记者表示，十分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

潜力，期待未来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面对

面的交流对经贸合作来说至关重要”。

“推动全球产业发
展和行业环保”

展会上，“可持续纺织品创新”是备受关

注的主题。法兰克福展览集团董事会成员白

德磊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法兰克福家纺展是

重新思考供应链、体验循环方法和集中感受

绿色创新的重要平台。“通过展示可持续产品

和绿色创新趋势，法兰克福家纺展将致力于

推动全球产业发展和行业环保。”

在展览中心 9 号馆，主办方以“纺织材料

的重要性”为策划主题，聚焦整个纺织产品的

生命周期：从纤维种植到废物再利用，力求实

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展厅里，4 个巨大

的帐篷工作室异常瞩目，分别展示了制造与

改造、可持续、来自地球和自然工程四大主

题，向观众呈现了未来纺织业的景象。

在“制造与改造”工作室，设计师将纺织

边角料重新缝合拼贴，制成了极富艺术性的

挂毯、枕套、坐垫和其他产品；在“可持续”工

作室，各种纺织、工业、石油废料，经过先进的

回收工艺，被重新加工成为合成纱线和布料；

走进“来自地球”工作室，仿佛进了一间厨房，

一罐罐风干植物在热锅里熬煮成天然染色

剂，再加入未经漂白的粗布，成为当下备受市

场欢迎的自然面料；“自然工程”工作室里，设

计师托马斯·瓦利将一块块黑色橡皮泥状的

原料挤压、摊薄和塑形，做成了精美的装饰材

料，这些“橡皮泥”实际是来自食品企业的植

物纤维废渣。

法兰克福家纺展行业趋势研究员、设计

师卡罗琳·提尔介绍，推动实现纺织行业的循

环发展，在设计初期就要结合纺织材料的起

源和发展，着眼未来的生活方式，充分考虑每

一个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纺织企业也借助展会平台展示绿色

发展成果和前沿产品。江阴红柳集团携绿色

环保生态纺织新品、防水浴帘和遮光窗帘等

上百款特色产品参展。集团销售经理陆隽告

诉记者，公司看好与法兰克福家纺展等国际

市场的合作机遇。

（本报法兰克福电）

逾400家中国企业参加法兰克福家纺展，国际商界人士表示—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本报记者 李 强 刘仲华

上图：中国展商向国外客户介绍产品。

本报记者 刘仲华摄

右图：国外客户在中国展台前问询。

本报记者 李 强摄

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英国财富

超过 10 亿英镑的富豪数量增加了 20%，从 2020 年的 147 人增

至 2022 年底的 177 人，这些富豪的财产中位数约为 20 亿英

镑。瑞士信贷集团 2022 年 9 月发布的全球年度财富报告称，

英国财富排名前 1%的人拥有 21.1%的财富。慈善机构“平等

信托”的报告显示，英国最富有的 1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比

一直在上升，2021 年已达到 57.1%，处于财富排名后 50%的英

国人财富占比只有 4.6%，财富向顶层集中的趋势愈加明显。

由于物价高涨，英国普通民众实际收入明显缩水，不少民

众面临严重生活成本危机。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在考

虑通胀因素后，2023 年英国家庭收入将回落至 2013 年水平，

降幅为 7%，为 1956 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英国智库决议

基金会高级经济学家杰克·莱斯利指出，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

导致英国通胀高达两位数，这一状况还要延续一段时间，意味

着英国民众实际收入 2023 年还将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英国股票、房产价格上涨，英国高收入群

体财富正强劲上涨。英国《金融时报》100 种股票指数从 2021
年 1 月初的 6400 点左右，上涨至目前的 7400 点左右，涨幅超

过 15%。英国“正确举动”房地产网站分析指出，2022 年末英

国房价较前一年上涨 5.6%。

以伦敦为例，伦敦信托组织发布的《2022 年伦敦贫困概

况》显示，疫情发生以来，伦敦的贫困率从 16%上升至 27%，成

为英国贫困率最高的地方。威斯敏斯特市是伦敦贫富分化最

严重的地区，根据“我的伦敦”网站发布的不平等指数，威斯敏

斯特教堂附近街道有 73%的贫困家庭，而海德公园附近街道

的贫困家庭比例为 29%，同一区域内不同街道的贫富分化程

度高达 44 个百分点。

英国媒体分析，英国政府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经济刺激举

措大幅推高了房产和股市价值，同时疫情导致娱乐消费等方

面的开销减少，富人的财富增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英国财政

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认为，在住房和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的推动

下，英国资产迅速增值，但平均工资的涨幅趋于平稳，“这将进

一步拉大英国贫富差距，阻碍社会流动性”。

“平等信托”联合执行董事乔·维塔姆斯表示，英国富人数

量激增与不平等导致贫困加剧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

面”。《卫报》发表评论认为，英国经济体系缺陷是造成贫富差

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一

半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的经济体系需要重大或彻底的改革，

应该增加公共住房等社会福利，提高富人税收。

英国媒体认为，贫富分化加剧已对英国公共政策、未来经

济走向等产生不利影响。咨询公司毕马威分析说，由于高通

胀和不断上升的利率在 2023 年继续挤压收入，英国经济将面

临一场漫长的衰退，财富日趋集中问题也将持续。

（本报伦敦 1月 16日电）

报告显示—

英国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本报记者 邢 雪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曾在社交

媒体推特通过操控话题、欺骗性宣传等手段干预中东民众

舆论认知，持续推进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叙事。这是美

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操纵国际舆论的

又一实证。

美国独立调查网站“拦截”不久前披露，推特公司内部

文件显示，该公司将美军中央司令部运营的一些社交账户

列入“白名单”，而这些账户随后被用于在国外开展“隐秘

影响行动”。2017 年 7 月，美国五角大楼下属联合作战司

令部的一名官员纳撒尼尔·卡勒给推特公共政策团队发了

一个表格，上面标有 52 个阿拉伯语账号。卡勒当时称，这

些账号都属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卡勒要求推特优先服务

其中 6 个账号。有一个账号专门用来宣传美国无人机对

也门的军事袭击，例如美国无人机袭击是“精确的”，杀死

的是恐怖分子而不是平民。还有的账号侧重宣传美国在

叙利亚支持的民兵组织，在伊拉克宣传反伊朗信息等。许

多账号专注于一个领域的话题，有的账号则定期变换话题

内容。按照卡勒的要求，推特将这一批阿拉伯语账号放入

“白名单”，以便“用来放大某些信息”。

2022 年 8 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室和社交网

络分析公司格拉菲卡共同发布题为《听不到的声音——

五年来亲西方的隐蔽影响力行动评估》的研究报告，同

样 披 露 美 国 实 施 的“ 隐 秘 影 响 行 动 ”。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

“隐秘影响行动”使用的账号经常冒充新闻媒体或者使

用虚假身份，以俄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等至少 7 种语

言发布信息。这些账号将目标国家分成不同群组。以

阿富汗群组为例，在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

前后、2021 年 8 月底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前，这些账号的活

跃度达到顶峰。中亚群组则通常伪装成关注中亚事务

的媒体机构，以俄语受众为目标群体，批评俄罗斯外交

政策、美化美国对中亚的援助等。还有一些虚假的媒体

机构账号从亲西方的消息来源，反复复制可信度低的新

闻材料，或稍加修改、或偷梁换柱，重点宣传美国对中亚

国家的财政与物质支持。该报告指出，这些账号不断推

进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叙事，同时对俄罗斯、中

国、伊朗等国进行攻击。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虚假账号

很可能由美国军方管理运营，旨在通过开展秘密信息战

实现传播美国价值观、诋毁他国的目的。

事实上，从冷战时期发起“知更鸟计划”收买媒体操纵

舆论，到新世纪借“洗衣粉”“白头盔”对伊拉克、叙利亚发

动战争等，美国有关方面不断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纽约时

报》指出，多年来，美军司令部一直在向海外受众宣传亲美

新闻和信息。社交媒体公司关闭一些与美国军方有关的

账户的决定表明，“此类活动已经走得更远了”。2022 年 5
月，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直

言：“你知道谁是世界上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吗？是美

国政府。”美国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行主任埃里克·
斯珀林指出，美国国会和社交媒体公司应该进行调查并采

取行动，让美国公民知道自己缴纳的税款被用来“正面宣

传”美国无休止的战争。 （本报华盛顿 1月 16日电）

美媒披露—

美国实施“隐秘影响行动”炮制虚假信息
本报记者 李志伟

德国经济2022年实际增长1.9%

据新华社柏林电 （记者朱晟、张雨花）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

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经价格调整后，2022 年德国国内生产

总值（GDP）比上年实际增长 1.9%。

德国联邦统计局发表声明说，尽管遭遇诸多挑战，德国经济

2022年依然实现复苏，与新冠疫情暴发前的 2019年相比增长了 0.7%。

数据显示，2022 年德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实现增长，但建筑业

受原材料和熟练劳动力短缺、建筑成本高昂等因素影响出现下滑。

2022 年，德国个人消费支出增长 4.6%，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撑

作用；政府支出增长 1.1%。经价格调整后，2022 年德国商品出口

额和进口额比上年分别增长 3.2%和 6.7%。

尼泊尔民航局说已找到失事客机黑匣子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 1月 16日电 （记者易爱军）尼泊尔民

航局官员 16 日说，搜救人员当天在尼中部博克拉地区坠机现

场找到 15 日坠毁的尼泊尔客机的黑匣子。

尼泊尔民航局发言人贾甘纳特·尼如拉告诉新华社记者，参

与搜救的军警找到了失事客机黑匣子，“我们很快会拿到它”。

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客机 15 日在尼中部博克拉地

区塞蒂河峡谷附近坠毁。事发后，尼泊尔政府成立一个 5人调

查委员会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并将 16 日定为全国哀悼日。

首届非洲初创企业大会不久前在阿

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会议旨在

为非洲国家的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制定路线图，推动非洲地区创新创业投

资合作。近年来，受益于政策支持、商业

驱动、人口红利等因素，非洲大陆的初创

企业快速增加，吸引的投资日益扩大。

据乌干达“非洲摘要”数据和信息公

司统计，非洲融资最多的 100 家初创公

司主要分布在 13 个国家，尼日利亚、肯

尼亚、南非和埃及等表现突出。数据还

显示，当前非洲融资最多的 100 家初创

公司已筹集约 100 亿美元，其中阿尔及

利亚电子商务平台卓米亚公司成立 7 年

来，通过 6 轮融资筹集了 8.85 亿美元，是

非洲融资最多的初创公司之一。

非洲“工程新闻网”报道称，非洲地

区的初创企业发展潜力巨大，物流、能源

和医疗保健是初创企业重点投入的领

域。鉴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2021 年

初正式成立，地区物流网络正在加紧建

设中。过去一年，非洲地区涌现出超过

20 家交通领域的初创公司，这些企业大

多看好非洲大陆构建互联互通物流网络

的商机。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日益

迫切，非洲国家发展也面临绿色转型。

不少初创企业着眼能源转型，专注于发

展可再生能源和提供新能源技术等。例

如，肯尼亚的绿光星球公司自 2008 年成

立以来，共计募集资金 4 亿美元，成为非

洲地区新能源领域初创企业的翘楚。这

家公司先后与全球 300 多家企业或机构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迄今已为超过 4500
万偏远农村消费者提供家庭太阳能相关

服务。

地区一些初创企业还积极利用新技术创新解决方案，改

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为当地民众创造更加良好的就医

条件。总部在南非的初创企业服务公司——非洲创始人工厂

表示，非洲国家在医药保健科技创新领域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业务范围覆盖快速诊断、远程医疗、在线药房、药品配送、电子

病历等领域，预计未来几年内该行业有望出现独角兽企业。

（本报阿尔及尔 1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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