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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到不能不去”

“中国好到不能不去”，这是德国
《世界报》最近一篇文章的题目。文章所
展示的这种看好中国的情绪在世界各地
颇有共鸣。新年伊始，很多人已经做好
了投资中国的准备。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近
日刊文称，中东最大上市公司、世界第
四大石油化工生产商沙特阿拉伯石化制
造商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贝
尼安说：“我们正试图向中国投入更多的
资金，因为我们认为那边存在增长。”

中国资产管理市场引发外界越来越
多的关注。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最近
的报道称，法国外贸银行投资管理公司
正在关注中国的并购或潜在伙伴。这家
位列世界最大资产管理企业之一的公司
试图成功打入中国市场。

全球汽车制造商也把目光投向中
国。据路透社报道，全球汽车制造商正
计划在未来5-10年内增加3000亿美元电
动车技术支出，其中近一半资金将瞄准
中国。报道指出，特斯拉首先加大了对
中国的投资。大众汽车也已经将中国市
场定义为核心业务。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局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马克·梅钦认为，中国让该投资
局的投资获得多元化的潜在意义将超越
任何短期经济挫折的影响。该投资局去

年 8 月曾宣布，计划到 2025 年把投资中
国的资产比重增加一倍以上，将其在中
国的资产配置占比从目前的 7.6%提高到
20%。截至去年夏天，该投资局管理的资
产为2800亿美元。

澳大利亚 《金融评论报》 报道称，
明晟、标普道琼斯、富时今年都要大
幅度提升中国股市在自己全球指数当
中的权重。这将对流入中国股票的资
金规模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与此同
时 ， 根 据 野 村 对 中 国 股 市 的 深 度 分
析，投资者 2019 年有更多的理由去拥
有中国股票。

“最令人激动的市场之一”

这种乐观并不盲目。“我预计中国未
来将实现新的增长，那将使中国成为最
令人激动的市场之一。”德国纽伦堡克雷
多资产管理公司经理沃尔夫冈·尤德斯
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增长引擎，这
就是为什么那些拥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
拥抱中国总会有所收获的原因。”

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就石化产业
而言，据石化行业咨询机构全球数据公
司称，从现在到 2026年亚洲计划和宣布
计划兴建的594家工厂中，有257家将位
于中国，它们的资本支出总额估计为895
亿美元。

就资管市场而言，英国 《金融时
报》 网站报道称，在未来几年中，中国

预计将成为该行业第二大市场和增长最
快的市场。到 2023年，中国国内资产管
理行业的规模将扩大到约 14 万亿美元，
到时它将占全球投资行业的15%。

就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有数据显
示，去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达
180万辆，在全球占比超过50%，预计到
2025 年，大陆电动汽车销量将占到全国
汽车总销量的22%。

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上升将
带来持续利好。中国政府推出的各项利
好政策也加强了外界的信心。比如，英
国 《金融时报》 报道表示，中国允许外
国资产管理企业在国内投资集团中拥有
51%的控股权。这个举措让整个行业变得
振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决定
全面松绑外商投资新能源汽车的限制，
2022 年全面向外资解禁汽车产业的投
资。这对外资电动汽车厂商来说无疑是
很好的“礼物”。

“中国依旧精彩”

德国 《世界报》 文章认为，很多新
兴经济体最近在经济增长道路上遭受挫
折或者正在经历停滞困苦。中国却依
旧精彩。对于德国的储蓄者而言，如
果不利用这个人口接近 14 亿的国家不
可阻挡的崛起所提供的机会，他们将
受到惩罚。文章指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的经济增速为 6.6%，这证明中国

模式的稳定性。而且，中国成功发展
为全球领先的技术大国。中国企业在创
新力上毫不逊色。彭博社近日援引胡润
报告称，2018年中国总共诞生了97家科
技“独角兽”，这些企业的总体价值达
1780亿美元。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让外界信
心更足。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018 年
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1349.7 亿美
元，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全国新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0533 家，同比增长
69.8%。

而且，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报道，2018 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
同比增长17.2%，达到3233.2亿美元。路
透社称，这是 2006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外媒称，数据显示了美国对中国产品的
旺盛需求。

此外，中国清科集团发布的最新报
告显示，以美元计价的风投基金 2018年
在华投资总额达到 155 亿美元，同比增
长了125%。增长原因之一是大量初创企
业公开上市。2018 年，共有 264 家获得
了美国风险投资的中资企业在中国内地
以外的地区上市。

英国知名媒体 《经济学人》 智库去
年底曾发表一份调研报告称，高达91.4%
的受访中国人相信，中国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会越来越好。如今看来，世界对中
国的发展前景同样信心十足，并正在努
力参与其中，分享红利。

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公开透明的
贸易政策，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以及以
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的无歧视贸易待
遇。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长期以来
一直积极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体制。在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的挑战
下，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
冲击，改革已势在必行。

全球电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电子商务谈判一直是世贸
组织成员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新一
轮改革中必然会涉及到这一问题。这次
改革事关重大，既涉及电商发展的国际

大环境，又涉及电商贸易的健康平稳发
展，更代表着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方
向。如果改革成功，还可以为其他领域
的改革做出表率，有极强的引领作用。

改革必须要兼顾实际发展情况，做
到统筹兼顾，最终应形成一个公平合
理，各方可接受的，有利于推动全球电
商健康发展的新规则，这需要各方做出
艰苦的努力。

中国作为电子商务大国，是全球规
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市场之
一。考虑到参与国际治理和新规则制定
的重要性，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参与电

商规则的研究制定进程，维护中国企业
的权益、发挥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应积
极参与，加强同有关成员的沟通，共同
努力，确保多边贸易规则继续发挥重要
的作用和影响力。

目前的电商规则制定仍充满着矛
盾。发达国家主要关注的是数据的自由
流动，中方更加关注贸易便利化，而更
多的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是能力建设和数
字鸿沟问题。中国期待一个有利于多数
国家发展的，可操作的新规则。

一个好规则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
规则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过度强调

开放，不利于电商发展基础薄弱的发展
中国家参与到电商的发展中来，开放度
不够也会制约更多国家的电商发展。

尽管目前中国电商的发展规模巨
大，参与度最大，但中国也面临着发展
升级问题，特别是生产领域电商的普及
和应用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企业订
货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配送方面也有
很大的潜力，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方
面还未形成相应的竞争优势。相信一个
开放的电商规则会有利于促进中国电商
的国际化发展。

（胡智轩采访整理）

德企可向中国学习七件事

中国崛起依赖于创新精神。德国CEO能从中国学到
什么？中国又是如何成功地释放出一种使国家成为世界
强国的创新精神的？

有以下七个重要因素：第一，资金投入，中国在经
济增长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仅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就是德
国的28倍；第二，抓住机遇；第三，创新教育，中国已
开始在幼儿园普及数字教育；第四，甘冒风险，企业家
必须具有冒险精神；第五，能解决问题，新技术已帮助
解决中国的许多实际问题，比如北京取款机不够，如今
这座城市已实现无现金化，一切都可通过智能手机支
付；第六，对创新的意愿和热情，中国民众心甘情愿接
受新技术，而德国企业却还需要激发员工对新事物的热
情；第七，毫无顾忌地奋勇向前。

——据德国《商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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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世界面临诸多挑战。但是，看好
中国、投资中国却成为最能引发各方共鸣的判断
之一。一连串数据、一系列政策……中国不断让
世界惊喜。新年伊始，各方已经摩拳擦掌，要努
力分享中国的精彩。

国 际 论 道国 际 论 道

《日本经济新闻》 1 月 26 日报
道，76个WTO成员25日就着手制定电
子商务领域的国际规则达成共识，并
力争在2020年开始执行。中国也宣布
参与该项工作。

报道称，规则制定工作力争在今
年夏天启动。与跨境电商活动相伴而
来的企业和消费者活动产生的数据跨
境流动将成为最大的争论点。日美原
则上主张自由流动，同时禁止由国家
强迫企业公开机密数据。经由各方达
成共识后制定的规则最快将在2020年
开始执行。

路透社1月25日报道同样关注中
国加入电子商务规则的制定。报道
称，电子商务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巨大
组成部分。WTO的报告指出，2016年
全球电子商务总值为27.7万亿美元，

其中近24万亿美元是企业与企业之间
的交易额。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76
个WTO成员的谈判代表25日同意敲定
今年的谈判日程，制定新的电子商务
规则。中国常驻 WTO 代表张向晨表
示，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还有改
进空间，但北京仍愿参与声明联署。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25日
报道称，北京同意加入WTO框架下的
谈判，制定新的全球电商规则，为谈
判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左图：1 月 25 日，一年一度的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正
式落下帷幕。图为主会场达沃斯会议
中心。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再创新高 曹 一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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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霍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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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挺进西部地区

随着中国铁路提速，如今旅途不像以前那样漫长。
高铁正迅速扩张并挺进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西部穿山
越岭的几条新高铁线路已将行程时间缩短至常规火车的
一半甚至1/3，这些贯穿中国的东西大动脉有助于缓解春
运高峰期的铁路压力。未来10年，开建开通的许多新线
路都将位于中西部。另外，随着众多企业把工厂从沿海
迁往成本更低的中部，越来越多农民工在距离老家更近
的地方打工，这也缩短了返乡过年行程。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减贫速度令人印象深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有7.4亿多人摆脱贫困，贫困发
生率减少了近95个百分点。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有着14亿
人口的国家。俄罗斯—亚洲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维塔
利·曼科维奇表示：“中国减少贫困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乡村振兴计划不仅限于提供就业或商业机会。
2018 年 3 月，政府宣布了完善水电供应系统、信息基础
设施和新改建20万公里农村公路的计划。北京还在改善
农村医疗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胡
强强称，2019年将组织三级医院“组团式”支援贫困地
区的县级医院，实现派驻医院重点学科带头人、管理人
员、护士长全覆盖，同时使远程医疗覆盖到全部贫困地
区的乡镇卫生院，并向村卫生室延伸。

——俄罗斯《独立报》报道

寒冬腊月，年味渐浓。在重庆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
深山里，却有 3 位年龄加起来超过 200 岁的土家族老汉，
带着20多个村民在寒风中奋力劳作。这几年黔江发展脱
贫致富带头人400多人，他们正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的中坚力量。图为在荒坡的“巴掌田”里，村民将薄膜
覆盖到种好的桑树苗上 （1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2018年12月14日，江苏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人对一批即将出厂的风电叶片进行检验。当日，据国家统
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测算，2017年中
国创新指数为196.3（以2005年为100），比上年增长6.8%。

耿玉和摄 （人民图片）

1 月 24 日，祖孙三人抵达重庆西站，即将登上去往
福建的动车。这是黄诗韵、黄嘉韵第一次坐高铁来到遥
远的福建。从她们位于四川省隆昌市黄家镇木匠冲村的
老家出发，要先坐4个小时汽车到重庆过个夜，再在次日
坐近11个小时高铁。尽管舟车劳顿，但这对小姐妹对外
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更令她们期待的是将要和远在福建
打工的父母团圆。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