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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對歐元區經濟充滿信心

中國經濟軟着陸概率超九成

稿稿特

專 言言之家家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用
「四海之內皆兄弟」強調中國參

與解決歐債危機的重要性。不過
，中國投資歐債是有底線的，而且不會直接購
買希臘和葡萄牙國債。金融業人士向大公報表
示，中國將首選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和歐洲穩定機
制（ESM）幫助歐洲，購買意大利和西班牙國
債則是中國的底線。

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一直參與其中
。在G20峰會上，中國曾釋放出不減少對歐洲
投資比重的積極信號。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15
日在北京強調，中國將繼續投資歐債，但也希
望歐元區和歐盟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更有利
於中歐合作的投資產品。

購意西國債是底線
必須明確的是，在希臘債務違約幾成定局

的背景下，中國不會貿然出手，更不會直接將
外儲用於購買希臘及葡萄牙國債而自招風險。

花旗銀行研究與投資分析主管邱思甥表示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周小川各自代表中國尋
求政治和經濟平衡的兩方面。在政治層面，歐
洲經濟前途事關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大局，
由於中國與歐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
。因此，中國幫助歐盟就是幫助自己。不過，
考慮到實際經濟利益，儘管中國承諾購買歐債
，但會首選安全系數較高的 IMF、EFSF 和
ESM，另外是直接購買德國和法國政府債。

邱思甥說，希臘債務違約好比居家過日子
，節流並非長久之計，開源才能真正挽救希臘
。 「希臘暫時退出歐元區後，減記債務的協商
能力也將有所提高，待國力增強後再重回歐元
區也不遲。」 【本報北京十五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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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15日在北
京會見了來華出席第十四次中歐領導人會晤的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
佐。胡錦濤積極評價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他相信歐洲有能力、有智慧克服困難，迎來新
的發展。

中新社報道稱，胡錦濤表示，面對複雜多
變的國際形勢，沒有一個國家和國家集團能夠
獨善其身、獨自應對。中方一貫重視歐盟在國
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
遠角度看待和發展中歐關係。我們堅定支持歐
盟一體化建設，願同歐方加強政治和戰略對話
，妥善處理彼此重大關切和敏感問題。

胡錦濤表示，中方密切關注並支持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歐央行正在採取的一系列
應對歐洲債務問題的措施，將繼續加強同歐盟
的政策溝通與協調，促進中歐經貿、投資與金
融合作，參與國際社會對歐洲和歐元區的支持
行動。

中歐領導人會晤成果豐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15日在記者會上

表示，14日舉行的第十四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氣
氛友好，成果豐碩，取得了成功。

劉為民說， 「會晤發出中歐攜手應對危機
、深化夥伴關係、促進中歐各自發展以及世界
經濟強勁、可持續增長的明確信息，為中歐關
係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十五日電】廣東
省省長朱小丹今日在廣州會見了來粵訪問的
英國議會能源及氣候變化特別委員會主席蒂
姆．葉奧一行，共同探討廣東與英國在氣候變
化及低碳領域的合作前景。朱小丹表示，希
望盡快推動與英國企業家、專家、科研機構開
展不同層面的互訪交流和實質合作，也歡迎
更多英國企業來參與廣東的產業結構調整。

朱小丹說，廣東省有責任推動中國的節
能減排和低碳發展，國際合作有利於這項任
務的完成。廣東已經意識到，傳統的增長模
式已難以為繼，不能讓我們的人民和子孫後
代失去良好的生活環境。為此，廣東必須抓
緊當前機會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增長和
人口、資源、環境發展相協調。

會談中，朱小丹謙虛地稱葉奧為 「老師
」，並請教低碳發展高招。他說，廣東希望
以代表團此行為契機，與英國探討在碳排放
交易機制建立、碳捕集和封存技術發展、提
高能效、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低碳技術
研發推廣等多領域的合作。盡快推動與英國
企業家、專家、科研機構開展不同層面的互
訪交流和實質性合作，也十分歡迎更多英國
企業來參與廣東的產業結構調整。

葉奧說，英國與廣東開展低碳合作十分
有必要，在上述領域合作潛力巨大。英國一
定會用最高效的方式與廣東攜手合作，見證
廣東作為 「國家低碳試點省」的發展成果。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歐洲理事會
主席范龍佩 15 日在北京表示，感謝中方支持歐方應對
歐債危機，雙方要一起尋找全球性解決辦法應對當前挑
戰，歐中需要合作，而不是競爭。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
15 日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席歐元展開幕儀式並發表
演講。范龍佩說，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都
希望能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單一貨幣主導的世界，面對
全球性危機，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可以單獨解決問題，
歐中要攜手努力。無論在G20框架內，還是歐中雙邊關
係框架內，歐方都感謝中方給予的支持。

「中方將繼續按照安全性、流動性、保值增值的原
則投資於歐盟國家的政府債。」周小川並稱，中國央行
和歐洲央行（ECB）一直維持密切合作和聯繫，在許多
政策領域互相支持。中國央行堅定支持 ECB 近期為化
解危機採取的舉措。

支持歐洲央行貨幣政策
人民網報道稱，周小川高度肯定了歐元對於歐洲經

濟一體化以及國際貿易市場的重要價值。他說： 「歐元
的問世是國際金融歷史上的偉大創舉。作為國際貨幣體
系的重要一極，歐元是歐洲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助推器
。自歐元問世以來，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日益提高，
歐元佔全球官方儲備、銀行業負債、國際外匯市場交易
量以及在國際債券中計價的比重大幅上升。」

談到歐洲的債務危機，周小川說： 「歐盟作為一個
整體，除採取了一些緊急救治措施，也正在不斷推進財
政、金融等方面的機制性和根本性的改革。這會向國際
社會傳遞更為清晰的解決思路。我們注意到歐盟 25 個
國家將於今年3月簽署歐盟穩定、合作與治理條約。我
們認為，相關財政協議的簽訂將標誌着歐元區各國向更
緊密的財政和經濟聯盟方向邁出重要的一步。這將有力
地提高歐元區國家財政的可持續性，改善主權債務的狀
況，大幅度增強經濟增長的前景。」

周小川表示，中國人民銀行非常支持歐洲中央銀行
出台的有關貨幣政策的措施，並堅信，只要歐盟各國齊
心面對挑戰，就有能力解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問題。據
周小川介紹，溫家寶總理 14 日在中歐峰會上也明確提
出，中方將繼續按照安全性、流動性、保值增值的原則
繼續投資於歐盟國家的政府債券，並繼續通過各種可能
的渠道更多地參與到解決歐債的過程中來。

不減少對歐元投資比重
在回答有關中國對持有歐洲債券態度的問題時，周

小川稱，中國對歐元區的態度是一貫的，中國對歐洲的
投資有多個方面，除了中央銀行在外匯儲備上對歐洲投
資以外，還有主權財富基金（CIC）、商業銀行、國家
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投資基金，以及企業界，這些
機構都對投資歐洲和歐洲的政府債券充滿信心。

周小川說： 「從中央銀行的角度來講，早在 90 年
代，我們就在密切觀察歐洲經濟一體化，覺得這是一件
大好事，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展所需要的，所以在
1999 年歐元誕生之前，我們就已經增加持有德國馬克
、法國法郎等其他資產，在 1999 年歐元誕生之際，把
這些資產順利轉為歐元。在歐元創立的初期，也碰到過
一些困難，曾經有一段時間歐元兌美元下滑了一陣子，
但是中央銀行始終對歐元的作用和前景充滿信心，所以
我們始終是保持對歐元的投資。同時，隨着外匯儲備的
不斷增加，我們還在調增對歐元投資的比重。」

周小川最後強調道，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在G20上
明確向歐洲領導人表示，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和主權債
務危機中，中國不減少對歐元投資的比重。我們也希望
歐元區和歐盟不斷在機制方面有所創新，能夠提供更有
吸引力的、更有助於中歐合作的投資產品。」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十五日電】在歐洲債務危
機愈演愈烈的時刻，中國將如何施以援手，爭取發揮
獨特作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
所長陳鳳英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中國將採取多元
措施援助歐洲走出困境，例如採取多邊、雙邊、直接
投資、購買歐債、第三方投資和貿易等方式。中國幫
助歐洲也有助加強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

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中國都應該幫助歐洲渡過危
機。陳鳳英表示，一方面，在全球化經濟下，有一個
地區出現問題，世界其他地區也會受到影響。歐洲債
務危機影響歐洲經濟，歐洲作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
，歐洲經濟衰退無疑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所以在全
球化下， 「歐債危機不是歐洲的問題，我們幫助歐洲
就是幫助自己。」事實上，在14日舉行的第十四次中
歐領導人會晤已經傳達出中歐 「共渡難關」的信號。

歐債比美債優勢突出
另一方面，四個月前，中歐領導人峰會因故推遲

，原因正是他們尚處於紛爭狀態，政治家們還沒能達
成解決問題的共識。現在 「歐元保衛戰」已經打響，
這期間歐盟在不斷走向貨幣統一和財政統一，他們意
識到債務已經影響到歐洲、歐元、歐盟。也就表明，
援助歐洲的條件已經成熟。

陳鳳英表示，目前投資歐洲的條件已經到來。歐
債與美債相比，歐債優勢突出，例如：債務佔GDP比
例低，融資成本低，市場規模大，債券收益率高等特
點。她說： 「進入歐洲的市場已經敞開，投資歐洲的
機會來了。」

同時，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也讓亞洲國家看到機
會。西方主權債務危機呈現出 「三高二低」（高失業

、高財政赤字、高債務，低增長、低消費）特點。這
樣的狀態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同時也為新興市場帶
來發展機遇，這包括中國、韓國乃至亞洲地區。

通過IMF援助減風險
對於中國將採取哪些具體措施幫助歐洲走出困境

。陳鳳英認為，中國援助歐洲的政策是多元的。一是
，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歐洲進行幫助，
相對來說是比較積極穩妥的辦法。通過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來救助，意味着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中
間有一道防火牆，也就意味風險相對較小，安全系數
高。在這一點上中國表現最為積極，落實可能性大。

二是，中國用外匯儲備直接購買歐洲穩定基金發
行的歐債。由於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已經處於長期化，
她認為，通過歐洲穩定基金的援助是非常具體的也是
非常有保障的。

三是，中國可以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國
家進行雙邊合作，雙方的市場潛力巨大，中國已經成

為歐盟第一大出口市場，進口將對歐盟產生直接影響
。所以中國和歐盟在產業合作空間較大。她說： 「雙
邊合作對穩定歐洲，提振信心，創造就業都非常有利
，從而中國投資多元化也就實現了。」

胡錦濤晤范龍佩巴羅佐
相信歐有能力克服困難

中國繼續投資歐債中國繼續投資歐債
【本報訊】路透社15日報道稱，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周小川15日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
發表講話時表示，中國對歐元區有信心，並
支持其採取的各項措施。中國除了將繼續投
資歐債，亦將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和歐洲金融穩定機構（EFSF）等渠道更
多的參與解決歐債問題。

范龍佩感謝中方
支持應對歐債危機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
十五日消息：中國現代國際關
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陳鳳英15日表示，中國經濟2012年料將 「先抑後揚」
，從第二季度開始反彈，全年增速維持在8.5%左右。
目前，中國經濟 「軟着陸」的概率已超過九成。

2011 年末，中國季度 GDP 數據重返 「8」時代。

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國內投資增速降低的情況下，
GDP增速連續7個季度的下行，讓一些 「唱空」中國
的西方機構再度調高了 「硬着陸」的音量。

陳鳳英表示，2012年，世界經濟料呈 「西方不亮
東方亮」態勢。經濟發展的引擎將從大西洋轉移至太
平洋，從而導致新舊矛盾疊加。對中國來說，全球經
濟緊縮對出口的影響，將面臨最大挑戰。

歐盟紛爭止歇 市場已經敞開

陳鳳英稱援歐條件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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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歐
元展開幕儀
式在對外經
濟貿易大學
舉行，一名
工作人員正
路過展覽會
場 美聯社

▲15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右）在北京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中）和歐盟
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左） 新華社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將更多地
參與解決歐債問題 中新社

◀陳鳳英表
示，中國幫
助歐洲也有
助加強中國
在國際政治
上的影響力

張靖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