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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经热点

持续加强对外经贸联系 积极参与多边区域合作

重振经济，
菅义伟多点发力
■ 本报记者 刘

旭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日本正面
临严峻的经济形势。10 月 26 日，菅义伟
在第 203 届临时国会上发表了出任日本首
相以来的首次施政演说，
强调在防止出现暴
发性感染新冠病毒的基础上重启社会经济
活动，促进经济早日复苏。目前，
日本民众
期望新政府能为经济复苏开出
“新药方”
。
而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后，也选择了
“经济优先”的外交模式。10 月 18 日至 21
日，菅义伟访问了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这是
他的首次出访；10 月 20 日，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加藤胜信表示，与中国在旅行方面加
强合作；10 月 23 日，日本与英国签署了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区域经济
合作中迈出重要一步。

首访东南亚
增进国际合作为先
东南亚一直是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支
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二次出任首
相后，首次出访的目的地也是选在东南
亚。而菅义伟首次出访的目的地也选在东
南亚，其在向外界传递日本外交政策不会
突变，仍具有延续性。
在越南访问期间，菅义伟与越南总理
阮春福举行会谈，确定了日本和越南将在
疫情后经济恢复、供应网络多元化和劳务

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在访问印尼时，菅
义伟和印尼总统佐科就加强两国以及日本
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达成共识，日本还将
向印尼提供 500 亿日元贷款，以帮助印尼
加强
“防灾措施”
。
越南是 2020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
是东盟总部所在地，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
成员。值得一提的是，印尼是东南亚地区
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
无论是在
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在亚洲和全球拥有一
定影响力。
菅义伟访问这两国，可以达到增进与
东盟和新兴市场国际合作的目的，也为日
本企业加大对东南亚投资铺平道路。

再开国门
日中韩有望恢复互通
因为疫情原因，今年 2 月起日本切断
了与多国的互通。在日本首相菅义伟出访
越南之后的第 2 天，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加
藤胜信表示，
中日两国应该加强合作，
这对
两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加藤胜信在 10 月 20 日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
日本和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邻国，
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已经有很多互惠
旅行。加藤胜信表示：
“通过恢复旅行，
（日
中）经济交流重回复苏之路极为重要。
”
在 10 月 26 日菅义伟的首次施政演说
中，菅义伟称中日两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互

利关系来维护共同利益，他希望通过外交
手段进行高层交流提升合作强度，并且在
此基础之上得到中国更多的信任。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中两国已经就恢
复日中两国短期和中短期的商务旅游达成
了意见上的基本一致，两国有望在近期恢
复双边互通。
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经济大国，也是
重要邻国，
中日关系的友好，
有利于亚洲的
稳定和经济发展。中日等国也在积极推进
争取早日签署 RCEP，实现亚洲的经贸一
体化，为中日各自国内的稳定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除了有望与中国恢复互通之外，日本
也与韩国达成了恢复双边旅行的共识。为
了加快恢复经济，日本也在积极地寻求开
放国门的更多可能性。

据悉，日英 EPA 在关税削减等方面大
致沿袭了日欧 EPA 的内容，将英国脱欧对
日本企业的影响降至最低。协定生效后，
日本从英国进口的约 94%的产品、日本出
口英国的约 99%的产品将取消关税。具
体包括，
在工业领域，
英国对日本产乘用车
的关税将逐步降低，至 2026 年降为零，日
本对英国出口铁路车辆、零部件及纯电动
汽车使用的电子控制盘的关税将即刻取
消；
在农业领域，
英国要求日本对本国产蓝
纹奶酪新设低关税额度。
日方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日本
对英国出口额约为 1.5132 万亿日元，英国
对日本出口额为 8875 亿日元。日方测算，
日英 EPA 生效 15 年后，
日对英出口额将在
2019 年的基础上增加近 80%，英对日出口
额将增加 17.2%。因此从经济效果方面看，
协定对日本显然更为有利。并且英国是日
本第二大投资目的地，协定快速达成有效
缓解了日本投资者对英国经济金融环境的
担忧，有助于恢复并增强其对英国市场的
信心。而 EPA 对英国而言象征意义远超经
济收益本身，
具有
“广泛的战略意义”
，
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脱欧的阴霾。
茂木敏充表示，日英两国力争使该协
议于年内在两国议会获得批准，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
日本要努力恢复经济，除了要增进对
外经贸联系，
还需积极参与多边合作，
使日
本的外部经济环境得到改善。

签署 EPA
促进日英贸易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情况下，区
域经济合作 成 为 少 有 的 亮 点 。 10 月 23
日，日本与英国签署的 EPA，其实是在区
域经济合作中迈出了重要一步。EPA 的
签署预计将给双边带来 168 亿欧元的贸
易额。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
“ 希望日英
EPA 能成为促进双方贸易投资、强化并发
展日英关系的重要基础。
”

中国，我从未离开过的第二故乡

■ 艾博言
2019 年 12 月，和往年一样，我踏上
了回家的路程。谁都不会想到，此后的
一个月，全世界都将面临一场非常严峻
的挑战……
2020 年 1 月初当我们还沉浸在新
年的喜悦中，15000 公里外的中国却传
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武汉暴发了不明
原因肺炎！中国朋友们都劝我暂时先
别回来，加之当时工作傍身，原计划不
过三周的盘桓，竟延至九个月之多。就
这样，我滞留在了贝宁。即便如此，我
依然时刻心系着第二故乡，时刻关心着
中国疫情的最新进展，时刻想着能为中
国的朋友们做些什么。我动员起在世
界各地的关系，向中国发去了大量的口
罩，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020 年 3 月，随着疫情在全球蔓
延，国际航空公司纷纷停航，各国陆续
实施封城计划，贝宁亦是如此，返华的
行程自然也难以开启……
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贝宁政
府部门和我们的协同帮助下，贝宁接受
到了来自中国企业的很多防疫物资捐
赠。在此，贝宁人民向中国朋友致以深
深的谢意！
2020 年 8 月初，终于盼来了通航和
解封。在一系列文件的准备之后，我怀
揣着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出现在了贝宁
机场。
“先生，抱歉！您在法国机场转机
的 时 间 预 计 超 过 24 小 时 ，将 无 法 登
机。”地勤人员微笑着对我说，我懵圈
了。无奈，拖着三个大行李箱，我又回
到了家中。
2020 年 9 月初，终于，在中国朋友
的帮助下，我再次“抢”到了回中国的机
票。
“ 飞 不 了 了 ，我 的 核 酸 结 果 是 阳

性！怎么办？”
我一脸严肃地对家人说。
“不可能！少吓唬我们！”
家人道。
“是真的！我发誓！”我继续编着故
事。
现在想来，有些玩笑真的是不能
开！后悔自己没听信中国朋友的话，也
许“呸呸呸”真能赶走噩运。我被中国
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折服了！
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又一次
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经停法国机
场的时候，身体突然出现了异样的感
觉 ，我 心 头 一 紧 ……
“不会这么倒霉
吧？才做的核酸检测，防范措施也都很
到位……难道是得了疟疾？”
一路的忐忑不安相伴，十几个小时
后，终于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自飞机落地的那刻起，我便深深地
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对于入境人员严格
的管控措施。也正因为在如此强有力
的领导和民众高度配合，中国才能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社会生
活也得以恢复正常。中国政府对于疫
情的迅敏反应和高效举措值得全世界
学习！
“请两位外交官先生起身，先行下
飞机。”在乘务员亲切的指引下，我们来
到了检测区。完成检测，签署递交各类
文件后，上海外事办安排我们住进浦江
之畔的隔离酒店。
此时，身体的异样感觉并未消退。
我 赶 紧 洗 了 澡 ，吃 了 晚 餐 ，躺 进 了 被
窝。
“嘀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
我从睡梦中叫醒，
“公使先生，您要做好
心理准备，昨天机场的检测结果为阳
性。请带好您的随身行李，救护车马上
就到。”我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世界末日
的感觉汹涌来袭。
等我缓过神来，已经身处医院的
“小黑屋”内等待再次排查了。彻夜难
眠之后，真正的噩梦开始了！我确诊
了！
一番全副武装后，我被负压救护车
送进了定点救治医院——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两个半小时的转运过
程，我脑海里浮现出无数的救治画面，
恐惧感始终挥之不去。
最难熬的时刻来到了。入院的前
几天，我的病情开始严重。由于肺部的
持续感染，我甚至无法自行呼吸，一度
以为自己要去见上帝了。值得庆幸的
是，相当专业的公共卫生专家组团队一

开始就掌握我的病情走向，对各项指标
进行密切观察，积极维护免疫功能，及
时干预，成功避免向重症发展。在医护
们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我渐渐地缓过
来了。烧退了，咳嗽少了，身体也有劲
了，
并成功脱离了氧气机。
我由衷地感谢上海的医护人员，是
你们给予我第二次生命！尤其要感谢
我的主治医生和呼吸科主任，在我情况
危急的时候，是你们一次次地给予我鼓
励和信心，帮助我战胜恐惧，恢复了和
病魔作斗争的勇气。谢谢！
20 多天的时候，相关指标全部转
阴。我大喜过望，觉得马上就能出院
了，而此时命运又和我开了个小小的玩
笑——一项核酸指标竟然呈弱阳性！
何时才能重见阳光？气馁和失望
萦绕着我，呼吸科主任给予我最动情的
安慰，
“博言，别担心！其实你已经好得
差不多了，但是病毒完全消散需要一个
过程。别着急！再等等，保持好心情，
很快就能回家了！”
鼓励和自励，勇气和坚持。就这

样，在入院第 36 天的时候，终于等来了
期盼已久的好消息。经过公共卫生和
疾控中心多项指标的反复检测，我临床
完全治愈了。两天后，即可出院！出院
的前一晚，我和医护人员们分享了我的
人生经历，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我已
经把他们视作一辈子的好朋友！
2020 年 10 月 18 日，同样是令我永
生难忘的日子！在经历了 38 天的煎熬
之后，我出院了！这天的阳光格外的
好，连空气都是那么的甜美。我早早起
身，洗了个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完
成出院前的各项消毒工作后，我搭上了
前往隔离酒店的巴士，继续两周的隔离
生活。感觉这一个月来像在做梦，在渡
劫。
在酒店进行隔离的我，每天按时用
餐，按时休息，按时锻炼，一切都有条不
紊，
平静向前。
再过几天，待核酸检测复核之后，
我就能结束隔离，如期参加进博会了。
每念及此，就无比的激动，感慨满溢，期
待如潮！

难说再见
在我 5 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和中
国的不解之缘。当时，随时任外交官
的父亲举家来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
踏上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1996 年，
我又回到了北京，在中央戏剧学院度
过了四年本硕连读的学习生涯。
2010 年，以非洲联合馆的文化艺术顾
问和形象大使的身份参加了上海世
博会，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
在上海又生活了三年多。2017 年，被
贝宁总统塔隆先生任命为贝宁驻华
公使衔参赞以及贝宁驻华工商会商
务处处长，
再续中国情缘。
一次又一次的身心沉浸，让我感
受到自己和中国是紧密相连，密不可
分的！我想，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中国
了。由于疫情的原因，我暂时卸任了
贝宁驻华的外交身份。为了继续搭建
中贝合作的桥梁，我成立了蓝莲花咨
询公司，
服务于中贝贸易往来交流、
咨
询和发展。我的心从未离开过中国，

我爱中国！我爱你们，
中国朋友！
经历过与新冠病毒的战斗，
令我有
特别多的感谢感激和感恩！首先，
感谢
塔隆总统，
在我患病期间，
多次给予我
关心和鼓励。衷心希望您能继续带领
贝宁人民走向美好生活；
其次，
感谢中
国驻贝宁使馆彭惊涛大使和张伯辉经
济商务参赞所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感谢
你们！同时，
感谢贝宁驻华大使西蒙先
生等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你
们！更要对上海外事办道一声谢谢，
感
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专家组
和全体医护人员，
是你们让我的生命有
了第二次绽放，
感谢你们！
感谢贝宁！感谢中国！感谢关
心我、鼓励我的每一位朋友！是你们
所有人帮助我挺过了这道难关！感
激之心，永生难忘！中非友谊万岁！
中贝友谊万岁！
同时，预祝第三届上海进口博览
会取得圆满成功！

〔作者艾博言（Orou-Yerima）系贝宁共和国原驻华公使〕

疫情成全球
数字化新基建催化剂
■ 本报记者 路 虹
“数字化革命发生在三大领域：面向一切即
服务（XaaS）的 IT 基础设施重构、基于数据和知
识的核心竞争力重塑、面向场景的业务和技术
深度融合与创新。而基于云重构的信息基础建
设、基于科技与场景的深度融合创新、助力金融
更好地服务经济实体、基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
全构建新安全的生态体系成为我们创新和实践
的重要方向。”10 月 24 日在北京举行的由神州
控股、神州信息、神州数码集团共同主办的“新
基 建 新 金 融 新 安 全 ——TECH 数 字 中 国
2020 技术年会”上，神州数码集团董事长兼总
裁郭为表示，
“ 在当今‘黑天鹅’满天飞、
‘ 灰犀
牛’遍地走、蝴蝶效应成为新常态的大环境下，
人们需要用量子的世界观、新思维来定义、解释
和解决不确定性。
”
这不确定性的解决需要基于数字化革命的
新基建、新金融、新安全的引导。一如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导致经济失序的一些地区
和国家看到数字化革命的必要性，由此疫情也
成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
催化剂。
今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向数字化转
型的规划，包括如何使欧洲适应数字化时代的
总体规划和《欧洲数据战略》
《人工智能白皮书》
两份文件。3 月，其发布的《欧洲工业战略》也以
大篇幅提及欧洲把握数字化机遇、发展智能制
造、云计算，
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转型等内容，
欧
盟希望通过提升自身的数字竞争力，摆脱对美
国数字技术企业的依赖。而在欧洲这个数字经
济的愿景下，产生的“欧洲数字主权”诉求之中，
高性能计算机群（HPC）和芯片是决定成败的关
键一环。
美国一向是数字化革命的老大，目前在这
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竞赛中并没有成为领跑
者。例如首款支持 5G 网络的苹果 iPhone 12
手机拥有者，在美国享受不到网上 5G 冲浪的快
感。因为美国缓慢的 5G 网络建设，无法匹配这
款手机的性能。美国看到在 5G 领域已无法占
据制高点，目前准备直接跳过 5G，抢占 6G 网络
设备的先机，以确保其在 6G 领域的主导地位。
美国电信行业协会发起了 6G 联盟，高通、Interdigital、微 软、Facebook、Verizon、AT&T
和 T-mobile 等都是该联盟的创始会员，三星、
诺基亚等也都加入联盟。
在数字化新基建中，做得可圈可点的中国
正积极从国家层面予以大力推进。截至今年 6
月底，中国 5G 终端连接数已超过 6600 万。三
大运营商在中国已建设开通的 5G 基站超 40 万
个。预计至今年年底，中国 5G 基站将超过 60
万个，覆盖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在融合应用方
面，5G 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进入实施阶段，在
工业、交通、医疗等行业和领域，已形成上百个
5G 创新应用场景。日前，彭博社新能源财经
BNEF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工业
数字化排名中，韩国、新加坡和德国荣登前三。
排在前十的国家/地区分别是：韩国、新加坡、德
国、英国、中国、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和瑞
典。
中国云计算也正在加快应用落地进程。作
为一家科技驱动的、提供云及数字化服务的企
业，神州数码正在融合运用全球领先的数字技
术，助中国的各行各业完成“新基建”，实现数字
时代下的价值重构。
近日，
神州数码云角顺利通过了 2020 Microsoft Azure Expert MSP 合作伙伴审核，
成为目前中国区唯一通过最新 V1.8 版本认证的
云服务商。这是继满分通过 AWS 管理服务能
力审计、成为阿里云 MSP 核心合作伙伴之后，
神
州数码在 MSP 领域收获的又一重要认证。此
外，据 IDC 发布《中国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市场份
额报告 2019》显示，神州数码已位列中国 MSP
市场份额第一位。
而在 10 月 19 日国际咨询公司 Gartner 发
布的亚太地区公有云托管和专业服务提供商的
入市手册中，神州数码也首次被纳入名册，印证
其在云战略转型和云业务快速增长的成果。神
州数码正在通过提供基础算力和数据支持，帮
助企业快速地把数字化融入到商业流程和经营
流程中，
从而真正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为全球范围内各
行各业的沟通、交流、协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移动办公、视讯会议、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已
逐步成为数字化应用的“新常态”。制造业竞争
力仍然是全球工业数字政策的重点，目前已有
21 个国家启动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有 14 个国
家启动了数字化制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