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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经热点

合作发展更多共识 经贸交流再上新阶

星园世界眼

中国—中亚模式又一次开启
来看，
可以说是历年来最丰硕的一次。
2021 年会晤主要达成了八个方面
的共识，发表了 3 份联合声明，分别
聚焦了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深
■ 本报记者 张 日
化地方合作以及阿富汗问题。
据王毅介绍，今次会晤达成了
前不久，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
十个方面的共识。包括继续
王毅应邀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出席“中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统筹
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冬来
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
暑往，
“ 中国—中亚”模式再次开启，为
安全以合力打击“三股势力”，
继续团结抗疫等。
相关六国全面合作注入了更深层次的
两 年 前 ，中 方 提 出 创 建
发展动力。面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中国+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机
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全新挑战，此
制，以加强地区与中国的多方面
次会晤看点颇多。
联系，并发展区域间合作。今年会
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国一致同意
建立“中国+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
每两年举行一次峰会。
此外，王毅就进一步构建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倡议：一是完善
六国合作的四梁八柱，二是打造疫后复
苏的强劲引擎，三是构筑地区和平的坚
实堡垒，四是开辟人文交流的多元路径，
五是凝聚全球治理的积极力量。会晤还
通过了《
“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联
合声明》
《落实中国同中亚五国视频峰会
共建会晤机制
共识路线图》
《关于深化“中国+中亚五
国”互联互通合作的倡议》
《
“中国+中亚
五国 ”数据安全合作倡议》4 份成果文
此番会晤主要落实中国同中亚五国
件。
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共识，从最终成果

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坚定支持中亚
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建设
一个繁荣的中亚；中方愿秉持相互尊重、
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原则，加
强同中亚国家团结协作，携手构建更紧
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季表
示，与会者一致认为，
“中亚—中国”模式
将通过逐年提升潜力和效率实现目标。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官网发布消息称，
愿继续开展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在政
治对话、可持续发展、经贸、科技等领域
的关系。

动脉安全运营，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项
目，支持跨里海交通走廊建设。扩大新
兴领域合作，共建“数字丝路”
“ 绿色丝
路”。探索现代农业合作新模式，维护六
国农业安全。探讨推进金融合作方式，
进一步扩大本币结算规模。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30
年来，两国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各部
门、各层级交往密切。中国的支持和合
作对哈实现政治安全、国家稳定、经济发
展至关重要。中哈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涉
及人文、物流、旅游等“接地气”的共识：
分别在西安和阿克托别设立总领事馆；
中哈边境口岸已全部恢复运营，双方航
空公司即将实现每周两班双向直飞；哈
方将把中国公民入境 72 小时免签待遇
延长至 14 天。
王毅外长还分别同土库曼斯坦副总
理兼外长梅列多夫、吉尔吉斯斯坦外长
库鲁巴耶夫、塔吉克斯坦交通部长伊布
罗希姆、乌兹别克斯坦代外长诺罗夫举
行双边会晤，落实今年 2 月习近平主席
同各国总统北京会晤共识，增
进了彼此互信，推进了务实合
作。
展望未来，中国与中亚国家
将擘画合作新蓝图，畅通合作渠
道，提升合作水平，放大合作效
应，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再上新
台阶。

通胀面前，
看各国央行
如何应对
■ 本报记者 刘 旭

在全球大通胀的威逼之下，上周，包括美国、英
国、瑞士、中东国家在内的多家主要央行先后宣布
加息以应对通胀压力。由于复苏节奏的不同，日本
央行选择继续撒钱。
美联储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6 月 15 日，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上调至 1.5%至 1.75%之间。这是美联储
再拓合作新境
自 1994 年以来单次最大幅度的加息，显示出控制
通胀的紧迫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从目前来
中国与中亚五国地理上山水相连，
看，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很有可能继续加息 50
安全上休戚与共，经济上优势互补，是心
个基点或 75 个基点，委员会将根据未来的经济数据
心相印、并肩同行的命运共同体。中国
作出决定。鲍威尔表示，加息 75 个基点非同寻常，
与中亚五国建交 30 年来，双方持续深化
预计这种幅度的加息不会经常出现。美联储 15 日
经贸务实合作，构建了内涵丰富、充满活
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显示，美联储官员对美国今年
力、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取得一系列合
第四季度通胀预测中值为 5.2%，比 3 月的 4.3%明显
作成果。特别是 2013 年以来，共建“一
上调。
带一路”倡议为深化中国和中亚国家的
紧随美联储加息，中东国家央行迅速行动。6
关系注入了巨大能量，使双方经济关系
月 15 日，巴林央行宣布，将关键政策利率一周存款
更为密切。
利率上调 75 个基点，升至 2.25%；隔夜存款利率也
此次会晤中，王毅提出，打造疫后复
上调同样幅度至 2.25%，四周存款利率从 2.5%提高
苏 的 强 劲 引 擎 。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至 3.25%，贷款利率从 3%提高至 3.75%。15 日，阿
路”，加快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推进天然
联酋央行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从 16 日起，挂钩美联
气管道项目建设，保障“中欧班列”等主
储准备金余额利率的隔夜存款工具基准利率调升
75 个基点。地位等同于央行的沙特货币管理局 15
日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将再回购利率从 1.75%升至
2.25%，逆回购利率从 1.25%升至 1.75%。15 日，科
威特央行也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将贴现利率从 2%
升至 2.25%。
英国央行如期加息 25 个基点。6 月 16 日，英国
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 25 个基点至 1.25%，符合
市场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对通胀更加持续的迹象
“特别警惕”，必要时将“强有力地”对通胀采取行
动，预计通胀将在 10 月达到略高于 11%的水平并
■ 新 华
新巴西市是这九个县市之一，沥青路
不愿意上门。这样的土路遇上雨天，我们
系令帕拉州得以筹措资金，以可持续的方
见顶。自去年 12 月以来，英国央行已加息了四次，
面铺设和下水道建设是该市基础设施项
连市场和市中心都去不了。
”
费托萨说。
式提高项目所在城市民众的生活质量，兼
共加息 90 个基点。目前，英国正面临着高通胀和经
在巴西北部的新巴西市，多处路段的
目的主要内容，道路建设长度约 17 公里，
新巴西市另一端的西界大道是已经
顾了社会发展和财政预算平衡。
济增长放缓或衰退共存的尴尬局面。英镑贬值令
柏油马路和下水道设施今年陆续竣工，让
已完成逾 11 公里，计划今年 8 月全部完
完工的路段。平整的路面和设计科学的
巴尔巴略介绍，跨亚马孙高速公路沿
英国央行“没有好选择”，由于英镑对美元如若贬值
居民感受到生活质量实实在在的改善。 工。
下水系统不仅改善了出行体验，还有助于
线地区是帕拉州乃至整个巴西重要的可
过猛，恐将进一步加剧通胀也是英国央行面临的问
以新巴西市为代表，巴西北部的帕拉州正
佩德雷·莱奥·施耐德学校在新巴西
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亚马孙地区旱季尘
可果产区，希望帕拉州与金砖国家新开发
题。今年至今，英镑对美元已下跌了逾 10%，持续
借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贷款推进城
市市中心附近。
“ 我们已经期待柏油路面
土飞扬，
许多人有严重的呼吸疾病。
银行的战略合作能够吸引国际投资，推动
交投于 1.2 美元附近。
市项目，铺就该地区可持续发展之路。
很久了。这个社区非常老，土路冬天泥
38 岁的吉齐亚妮·费尔南德斯将超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瑞士央行加息 50 个基点。6 月 16 日，瑞士央行
2018 年 3 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
泞，老师、学生们进门一脚泥，教室的地
开在了西界大道路口。她说：
“ 我在这里
新巴西市市长韦德·马克斯表示，加
意外宣布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 50 个基点至式批准向帕拉州政府贷款 5000 万美元用
面、墙面也都是泥。夏天就全是土，”校长
出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铺设柏油
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巴西最好的决策
0.25%，以应对不断上涨的通胀水平。这是瑞士央
于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设。2021 年 3
玛列特·罗德里格斯说，
“ 有了柏油路，孩
路大幅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客人来这
之一，这为城市带来了真真切切的益处。
行自 2007 年 9 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也意
月，新开发银行批准向该州交通基础设施
子们的出勤率必然更高。
”
里也方便多了，销售提升很多。这项工程 “我们期待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继续向这
味着该国正式加入全球收紧货币政策的
项目贷款 1.53 亿美元，在该州五个地区铺
阿莉内·费托萨的小酒吧开在不远的
棒极了！”
里投资。
”
大潮。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瑞士法郎币
设总长 475 公里的道路，以减少物流运输
坡道下，她女儿索菲亚在佩德雷·莱奥·施
帕拉州州长埃尔德·巴尔巴略接受新
值相对稳定，成功避险，瑞士政府得以
的时间和成本，增强城市间的连通性。
耐德学校上幼儿园。对她而言，即将铺设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与金砖国家新
抑制燃料和食品进口价格的上涨，一
帕拉州城市开发与公共建设部资料
好的道路不仅意味着更多客源，女儿上学
开发银行的伙伴关
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胀的影响，通胀水
显示，项目涉及帕拉州跨亚马孙高速公路
也更为便利。
平因此远低于欧元区其他国家和美
沿线九个县市约 34 万居民，旨在通过卫
“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道路
国。尽管如此，瑞士的通胀水平仍超
生、道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该地区
泥 泞 ，客 人 都
过了其目标区间。瑞士央行将
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2022 年 的 通 胀 预 期 从 3 月 份 的
2.1%上调至 2.8%，同时预计 2023
年和 2024 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1.9%和 1.6%，高于之前预期的两
年均上涨 0.9%。
日本央行继续撒钱。6 月
虹言无忌
17 日，日本央行公布的利率声
明显示，其维持利率、资产购买
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不
变。声明称，必要时将采取额
■ 本报记者 路 虹
行情之后开始消退的一个迹象。
因为消费者已开始感受到高房价、高通
Freightwaves 近 日 发 布 的
外的刺激措施，预计长期利
相比汽车产业，房地产行业链对消费的
胀带来的生活压力，美国 5 月零售销售环比
《美国进口需求正在断崖式下
率将维持在目前或更低的水平，以
美国 30 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
拉动更为明显，如果住房消费开始下降，那
下降 0.3%，创 2021 年 12 月以来新低；预期
降》报告提到，尽管 2022 年前五
帮助经济从疫情中温和复苏。日
率 6 月 14 日当周上升 10 个基点，达 6.28%，
么对经济整体增长是个不利消息。美国互
0.2%，
前值 0.90%。
个月入境美国的货物数量强劲，
本央行重申超宽松政策，使得日
房地产购买贷款需求降至 20 多年来的最低
联网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和 Compass 即
6 月 13 日纽约联储最新公布的月度调
但 5 月 24 日以来，运往美国的集
股创 2 年最大周跌幅。日股上
水平。
预判未来购房量将大幅下降，Redfin 首席执
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和支
装箱进口量下降了超过 36%，其
周累计下跌近 7%，为 2020 年 4
高企的 30 年固定贷款利率严重压制了
行官格伦·凯尔曼表示，
“ 由于 5 月的需求比
出的预期均达到创纪录水平。这使得美国
中中国运往美国的货物数量比去
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日本央行
美国人购房的热情，再加上过去两年因美联
预期还低 17%，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作给中介
民众的消费行为变得谨慎起来。密歇根大
年同期减少 30%。
如今陷入了两难境地。由于
储极度量化宽松导致房价疯狂上涨，面对高
人员和助理员工。我们可能面临长达数年
学近日发布的报告说，初步数据显示美国 6
同时，美国各大行业的公司也
日本的通胀率远低于西方经
房价和高房贷利率，美国人多感力不从心。 的房屋销量减少，而非仅是数个月。”与之相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 50.2，低于 2020 年
纷纷下调了利润预期，沃尔玛、Tar济体，其重点是以低利率支
据 Mortgage News Daily 的数据，今年以
对应的是，
房地产公司纷纷开始裁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 2008 年（雷曼危机）
get、微软等公司警告称，其业绩将低
持仍然疲弱的经济。但鸽
来美国抵押贷款利率一路飙升，从 1 月份的
这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出的行业信
的数据，创下 44 年来的最低值。这一数值和
于预期。Target 是仅次于沃尔玛的
派政策引发日元大幅下跌，
略高于 3%升至目前的 6.28%。与此同时，美
号。从 6 月 7 日美国亚特兰大联储发布的
5 月相比下跌了 8.2，也低于此前经济学家的
美国第二大零售商，该公司认为，消费
损害了严重依赖燃料和原
国房贷银行家协会（MBA）披露数据显示，
GDPNow 预测模型数据也显出美国经济增
预期；美国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估值
者的心态变化正导致美国零售业普遍
材料进口的经济。17 日，
截至 6 月 3 日的当周，美国房贷申请量下降
长开始放缓的端倪，第二季度美国 GDP 增长
也有所下降，从 5 月的 63.3 跌至 55.4。报告
出现库存过剩的情况。
日本政府和央行罕见地
6.5%，为连续第四周下降；当周的房产再融
（经季节性调整的年增长率）为 0.9%，离负增
认为，消费者信心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很多人
这些美国不同行业的敏感信号，对
发 表 联 合 声 明 ，对 日 元
资和购买活动分别下降 6%和 7%，该项衡量
长仅一步之遥。此外，GDPNow 预测模型
对美国通胀的忧虑在加剧。
各国出口企业有着较强的预警作用，当美
大幅下滑表示担忧。这
美国房贷申请量的指标降至 22 年来的最低
还将个人消费支出增幅从此前预计的 4.4%
美国消费者愈发谨慎的消费行为已波
国消费者纷纷捂紧口袋时，中国出口企业
是迄今为止最强烈的
水平。这是美国住房市场在经历两年火爆
降至 3.7%。
及到国际航运市场。知名数据分析网站
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警告，表明官方可能随
时进行干预。

金砖合作铺就巴西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双高”挤压，美国消费者热情难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