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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蓮子、董雪雲昆明十九日電】記者近日獲悉
，中緬油氣管道緬甸境內段已經完成50%。

中緬油氣管道在緬境內全長771公里，途經若開邦、馬
圭省、曼德勒省和撣邦。自去年9月緬甸宣布擱置密松水電
站項目後，中緬油氣管道項目變得相當敏感，一些知情人士
對此三緘其口。但記者獲悉，此前緬政府軍與該國的少數民
族地方武裝 「克欽獨立軍」之間的內戰並未影響中緬油管的
工程進展。

據了解，中緬油氣管道有幾十公里管線經過位於緬甸撣
邦的克欽獨立軍控制區。克欽邦外事辦負責人在接受本報記
者電話採訪時表示： 「雖然緬軍與克欽軍的戰事一直在持續
，但目前沒有影響到中緬油管的進展。」這位負責人強調，
克欽支持修建中緬油管。

據報道，中緬油氣管道預計將於 2013 年 5 月 30 日投產
，將中東、非洲及緬甸地區的石油、天然氣資源輸入中國境
內，作為雙管線，其原油管道設計能力為 2200 萬噸／年，
天然氣管道輸氣設計能力為120億立方米／年。

目前我國進口原油的絕大多數是依靠經馬六甲海峽的海
上運輸通道進入境內，中緬原油管道為我國油氣進口在西南
方向上開闢了一條重要的陸上通道，為我國原油進口增添了
一條進口線路，有利於中國的能源安全。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賀勝達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 「中緬油管正在按原來的計劃順利地推進，該油氣管
道不僅保證了中國的能源安全，也成為緬甸發展經濟、改善
貧困的契機。」

緬內戰未殃及中緬油管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十九日電】第
111屆廣交會一期今天結束。眾多參展商表
示，市場剛性需求回歸，歐美市場勉強維持
，新興市場增長強勁，有望彌補傳統市場的
損失。

在後金危機時代，歐美採購商從去年開
始出現回穩跡象，但中東、俄羅斯等到會數
則呈兩位數的穩步增長態勢，顯示新興市場
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上升。

歐美損失新興市場補
浙江新銳汽車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杜德

利透露，歐美等傳統市場採購意願一般，生
意屬勉強維持，但新興市場的增長抵銷了歐
美市場的損失。

「來自歐美的買家少了，南美等國家和
地區顯著增多了」，專做汽車空調的鼎立集
團業務經理劉綜福說。

連續 16 年保持中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
地位的機電產品在廣交會上表現一般，廣交
會一期開幕兩天的統計顯示，機電產品前兩
日累計成交40.2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下降
5.6%，佔全部成交額的83.6%。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會長張鈺晶表
示，預計全年機電產品進出口增速將下降至
8%至 10%，因為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對亞洲
、歐洲、北美洲貿易佔主導地位，對歐洲貿
易增速相對較慢，對非洲出口增速放緩。

廣州雪櫃實業有限公司在廣交會上推出
的 「多頭灶Induction Hob」系列產品，為
該公司帶來30%的訂單增長。

走國際化之路，與國際頂類企業合作則
成為廣州漢林電器實業有限公司訂單增長的
秘密。該公司推出的 「mini一體機」接到了
60多個大訂單，預計成交額將增長20%。

廣交會二期將於撤展三天後舉行，日用
陶瓷、玩具、聖誕產品、傢具產品將是第二
期的亮點。

廣交會一期結束 喜憂參半
幹了十幾年外貿的浙江商

人李明毅頭一回請人扮馬戲團
小丑在廣交會展位前招徠客商
，這招為他吸引了不少客人。

即便得到的多是小單和短單，但足以讓他懸在心裡幾
個月的 「大石頭」落地了。

在國際經濟形勢陰霾籠罩下，像李明毅這樣將今
年的產品訂單寄望於第111屆廣交會上的中小外貿企
業主為數不少。但距離李明毅的展位幾米開外的一家
東莞企業則沒他那麼幸運。

該企業業務經理跟客商砍價大半天，急得臉紅耳
赤，最後單子還是告吹。負責人黃先生有些 「悲憤」
地說， 「公司主要靠歐美市場，但現在採購商在價格
上越來越敏感，我總不能虧價賣吧？」

延續了半個多世紀、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的廣交會
，被視為中國外貿的 「晴雨表」。連日來，穿梭在廣
交會的各個展館，中國出口商對外部需求不振、原料
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增加等擔憂之聲不絕於耳。同
時，從商務部到地方政府也在不斷釋出 「中國外貿將
面臨下行風險」的信號。

作為中國最大的外貿展會，無論外部環境的好壞
，廣交會總是 「悲喜交響曲」同奏。有人慘淡經營，
有人因技術領先、轉型升級成功而日進斗金。

在廣交會家電展館，海爾、美的、格蘭仕等行業
巨頭的展位面積巨大且場地布置華麗，大有 「爭芳鬥
艷」之勢。同樣，在機械製造展館，山東濰柴進出口
有限公司將一匹名為 「藍擎WP12」的發動機擺放在
展館最顯眼的地方，它代表了濰柴的最高技術水平。

濰柴展台的負責人于中福稱， 「我們不惜砸下了
80 多萬元人民幣重金布展，為的就是讓外商看到公
司的實力，這對公司的長遠發展很重要。」

與一些企業苦於無單可接相比，立足創新節能的
產品在廣交會上成為了外商熱捧的 「香餑餑」。

在蘇州科沃斯有限公司的展館，一款智能活電器 「地寶」，
會踏着音樂的節拍隨歌起舞，讓居家清潔工作不僅迅速簡單，而
且樂趣十足。其他的 「沁寶」、 「窗寶」等相應系列機器人同樣
備受客商青睞。

該公司負責人莊先生稱，公司擁有世界級專家和技術團隊，
每年研發投入超5000萬元人民幣，開發新品在20個以上且全部
通過嚴苛的歐洲 ROHS 環保認證。巨額投入帶來的回報是：廣
交會開幕首日該公司便達成意向成交280萬美元。

「中國第一展」廣交會，被視為中國外貿大戲的縮影，數以
萬計的外貿企業每年在此上演 「悲喜劇」。在這中國最大最現代
化的交易展館中，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中國外貿業頑強、奮進、向
上的力量。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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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18 日在上海
發布報告認為，儘管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增長導致外國
企業在華運營成本不斷上升，但中國市場仍具有許多
優勢和能力吸引外國資本繼續對華進行投資。

據新華社報道，在《經濟學人》雜誌於上海主辦
的 「2012 年中國對外投資峰會」上，《經濟學人》
信息部亞洲研究總監馬諾傑．沃赫拉認為， 「廉價中
國」時代已經結束，但中國產業的整體運營能力、勞
動力規模、技能水準以及物流等優勢，仍是一些東南
亞國家和南亞國家所不具備的。

據沃赫拉判斷，隨着近期勞動力工資不斷增長，
中國低成本時代已經結束，許多外資的確已經將企業
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

但沃赫拉認為，中國吸引外資的優勢在於其較高
的生產力水準。投資者不應只關注運營成本的高低，
一些東南亞國家雖然勞動力成本低，但其物流表現和
每年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卻不盡如人意，而中國在這兩
方面的表現都令人滿意。

「企業不要被動等待新的低成本投資市場的出現
，而應不斷提高生產率，並通過創新向價值鏈上游前

進。」沃赫拉說。

工資漲提高購買力
沃赫拉認為，中國工人工資增長，意味着購買力

會相應上升，人們可以購買更多的商品。到 2015 年
，中國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這也
是許多外國企業選擇留在中國的原因之一。

針對宏觀經濟形勢對中國吸引外資的影響，《經
濟學人》信息部首席經濟學家羅賓．比尤認為，未來
幾年，歐元區危機還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全球主要
經濟體面臨的壓力將加大，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達
不到市場預期，但能夠通過政策調控保持增長， 「中
國經濟不會出現硬着陸」。

此外，報告顯示，近4年來，中國企業每年都參
與200筆左右的海外併購交易，總值約400億美元，
中國已成為全球第六大國際投資者以及最大的新興市
場投資者。

《經濟學人》：

中國對外資吸引力未變

【本報訊】中新社華盛頓十八日消息：美國財長蓋特納
18 日稱讚中國正在實施的人民幣匯率改革非常重要很有前
途，標誌着中國政府將繼續致力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蓋特納當日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做出上述表示。
4天前，中國央行剛剛宣布最新匯改措施，將人民幣兌美元
交易價浮動幅度從原來的0.5%擴至1%。

蓋特納指出，從 2010 年 6 月算起，人民幣對美元實際
升值約 14%，而從 2005 年中國啟動人民幣匯改算起，人民
幣對美元實際升值約45%，這是非常重大的調整。

他表示，近7年時間，中國着手放鬆資本管制，允許市
場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發揮更大作用，並且減少對外匯
市場的干預。現在中國經常帳戶順差大幅減少，未來對中國
經常帳戶順差的預期也大幅下調。

「這些措施非常重要，很有前途，標誌着中國政府將繼
續致力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減少對外需的依賴，轉而更多
依賴市場和內需，這一點令人鼓舞。」蓋特納說。

談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蓋特納表示，毫無疑問，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尤其是今年一季度的前幾個月，但
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料會繼續強勁增長。

「多數觀察人士相信，中國經濟中期增長率仍會保持在
7%至9%之間，我認為只要解決歐債危機取得一些進展，這
一預測符合實際情況。」蓋特納說。

美財長讚人匯改革有前途

19 日啟動的項目包括前海綜合交通樞紐、連接
前海的深圳地鐵 11 號線，以及前海渠水廊道、苗圃
和濱海休閒帶等重點基礎設施工程。廣東省委書記汪
洋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前海是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
是深圳、廣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平台，更是改革開
放 30 年後、深圳再產生奇迹的平台。目前，前海已
經寫入國家 「十二五」規劃，中央高度重視，有關政
策即將出台，現在的關鍵是抓好落實。

一直以來，前海的一舉一動都備受矚目，尤其是
前海未來承擔的 「金融創新」任務，不僅為深港金融
機構所期待，更為國家改革部門所重視。據悉，前海
實施系列重大金融創新指日可待，其中包括開展深港
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試點、建設前海股權交易所等。
雖未正式獲批，但深圳市政府披露，國家部委層面對
於前海一攬子優惠政策的徵求意見和協調工作已基本
完成，其中央行、銀監會等部委對於在前海試點深港
銀行開展雙向跨境人民幣貸款也已取得一致共識。

汪洋在視察前海建設時表示，前海的重要意義不
在於將來增加多少 GDP，關鍵在於能不能闖出一條
現代服務業轉型升級的路子。 「改革開放 30 年來，
廣東、深圳在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也有一些遺憾，希望前海今後
能夠把這些遺憾轉化為經驗，以更加長遠的眼光謀劃
前海的創新實踐。」汪洋希望前海能夠成為 「粵港合
作、廣東轉型升級、推進新型城市化」的三面旗幟。

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表示，前海幾個重大項目的開
工，標誌着前海正式進入整體性、大規模開發建設階

段，深圳將以此為契機，按照中央和省的統一部署，
落實汪洋書記 「科學開發、從容建設」的總體要求，
繼續大力推進體制創新、完善法規制度、加快政策落
實、深化深港合作，高水平、高質量推進各項規劃設
計和工程建設，加快形成全面開發的局面。

汪洋還考察了蛇口網谷、海上世界綜合改造等城
市更新項目。未來以蛇口網谷為核心的網絡信息和科
技服務產業帶將與前海的產業類型形成互補，成為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大後方。

七個專項規劃上半年完成
根據前海 「三步走」計劃，今年是前海初創階段

的最後一年，目前前海綜合規劃已經基本完成，七個
專項規劃預計今年上半年將陸續完成。今年前海將加
快水廊道、道路的基礎設施建設，今天啟動的前海

「一廊一圃一帶」項目分別是桂廟渠水廊道項目，長
2.2公里，建成後將成為集實用性和藝術性的城市標
誌性綠色空間；臨時苗圃項目，未來為前海供應 57
種、不少於3萬株的苗木；6公里濱海休閒帶一期工
程項目，規劃為建造各類主題性公園。

同時啟動的還有前海合作區內的五個單元前期建
設。據深圳前海管理局局長鄭宏傑介紹，五個單元包
括金融、文化創意、信息及物流單元等，這些單元的
開發均按照綜合體模式打造，在500米範圍內都有花
園，1000 米範圍內基本上可解決所有採購、辦公、
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需要，體現當今現代最開放的理念
。此外，合作區內的軟基處理工程年底將完成，未來
前海將合理安排開發建設秩序，盡快形成大規模開發
建設格局。

深港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綜合交通
樞紐等一系列重大合作項目19日集中舉行
開工儀式，標誌着深圳前海開發駛入了快
車道。汪洋寄望前海在現代服務業領域的
大膽探索，能夠成為 「粵港合作、廣東轉
型升級、推進新型城市化」 的三面旗幟。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十九日電】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十九日電】美國國際貿
易委員會日前發布對華鋼車輪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的終裁結果，裁定不對中國輸美鋼車輪採取任何措
施。參展廣交會的眾多汽車零配件企業認為，這對
相關企業構成實質利好，並表示中國價格優勢將回
歸。

江蘇博瑞盟汽車部件有限公司外貿部經理朱雄
嶸指出，取消 「雙反」關稅後，中國價格優勢就凸
顯了，美國當地生產的鋼製車輪售價約80美元，而
中國出口價僅40美元，中國產品到岸價或比美國本

地出廠價優惠25%。
歐洲 「雙反」調查也顯鬆動跡象。中國五礦商

會負責人透露，在 WTO 上訴機構裁決違規後，歐
盟委員會今年3月23日再推新措施，邀請鋁箔等52
項涉華反傾銷措施的涉案企業提出覆審申請。這是
歐盟執行中國訴歐緊固件反傾銷措施世貿組織爭端
解決裁決的具體行動。這意味着曾遭受歐盟《反傾
銷基本條例》9.5條不公平待遇的相關反傾銷案件的
中國企業，有可能通過覆審這一途徑，推翻此前的
不公正裁決，這對中國企業來說是個好消息。

輸美鋼車輪不徵雙反稅
價格優勢重顯利好中企

▶廣交會一期
吸引了逾十萬
全球採購商

黃裕勇攝

前海綜合交通樞紐效果圖汪洋考察前海汪洋考察前海
囑謀轉型升級囑謀轉型升級

◀汪洋對深圳前
海的開發十分關
心，多次前來考
察。圖為汪洋二
○○九年在深圳
考察

資料圖片

十九日， 「春陰
祭蠶盛典」首次在北

海公園先蠶壇舉行。先蠶禮是由清代皇后主持的最高國家祀
典，祭祀人和被祭祀人物均為女性，這在封建社會中極為少
見。先蠶壇是北京九壇之一，為皇室后妃祭祀蠶神西陵氏、
行親桑之禮的場所，建於乾隆七年（1742年）。 中新社

「祭蠶盛典」 重現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