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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来自欧美专业研究领域的多项报
告显示，非洲国家外债来源主要是西方
私人债权人持有的债券，非洲国家财富
以债务偿还形式持续流入欧美国家。非
洲专家认为，西方频繁炒作“中国债务
陷阱”有关言论显然出于政治动机，要
解决非洲债务困境，必须敦促西方私人
贷款机构参与债务减免。

“中国债务陷阱”论纯属
话语陷阱

英国慈善机构“债务正义”近日发
布报告说，非洲国家35%的外债来自西
方私人贷款机构，其总额几乎是中国对
非贷款的三倍，平均利率约为中国对非
贷款的2倍。西方私人贷款机构大量借
债给非洲国家并收取更高利息，但在帮
助非洲国家减缓债务压力上鲜有作为。

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学者5
月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也显示，非洲国
家外债来源主要是西方私人债权人持
有的债券，非洲国家资金正以债务偿还
形式源源不断流入欧美国家。过去十
年，西方私人贷款机构是非洲国家债务
问题的主要源头，所谓中国在非洲制造

“债务陷阱”纯属不实之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近日就

非洲债务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根据
世界银行数据，在49个有数据可查的
非洲国家共计6960亿美元外债中，借
自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机构（不含

中国）的合计占到约四分之三。所谓“中
国债务陷阱论”只是那些不希望看到中
国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合作加
快发展的势力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认为，有关“中国债务陷
阱”的言论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实属
西方国家为己开脱责任。西方私人贷款
机构对非洲经济的操纵和收割非常严
重，影响非洲经济发展前景。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
授科斯坦蒂诺斯说，随着中国在非洲的
影响力日益扩大，西方政府和媒体炮制
谎言，污蔑中国为将资本武器化的“掠
夺性放贷者”，这毫无事实依据。

肯尼亚经济学者、里亚拉大学高级
讲师贝亚特丽斯·马蒂里-迈索里表示，
研究数据清楚表明非洲外债主要来源
于西方。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实际上
是西方国家抹黑中国的工具，与非洲债
务结构的真实情况毫无关系。

西方私人贷款机构不作
为难解非洲债务问题

当前全球债务形势迅速恶化，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超过30%的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处于或接近债务
困境，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该比例高
达60%。随着美国启动加息周期，全球
金融条件收紧、发展中国家本币加速贬
值，一些国家难以承受偿债压力。专家

呼吁西方国家通过立法来敦促私人贷
款机构参与债务减免。

马蒂里-迈索里认为，私人贷款机
构在整个非洲债务结构中非常重要，西
方国家有必要让他们真正参与到二十
国集团（G20）缓债倡议和缓债倡议后
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中来。

“债务正义”政策部门负责人蒂姆·
琼斯日前指出，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参
与了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
议，但西方私人贷款机构并未参与。非
洲债务问题若没有西方私人贷款机构
参与，就不可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面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难题，中国用
实际行动解忧纾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今年2月表示，中方全面落实G20缓债
倡议，在G20成员当中缓债金额最多。
中方有关非官方金融机构也参照缓债
倡议条款以可比方式采取缓债行动，这
在G20国家当中并不多见。

奥努纳伊朱说，中国充分落实G20
缓债倡议，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他说：“非洲债务更多来自西方国家机
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我们希望更多人关
注到这一点，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实际行
动。”

中国资金助力非洲破解
发展瓶颈

解决债务问题的根本在于激活当
地经济“造血能力”，使经济社会获得持

久发展动力。专家认为，中国在非大量
投资帮助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
进程取得显著发展，为非洲注入前所未
有的活力。

马蒂里-迈索里说，过去20年，中
国大量资金高效投入非洲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了非洲国家互联互通。“这对实
现非洲一体化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
区愿景非常重要。”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自中非合作论
坛2000年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利用各
类资金帮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铁路
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
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输变电线路6.6万
公里、电力装机容量1.2亿千瓦，通讯骨
干网15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近7亿用
户终端。

奥努纳伊朱特别提到尼日利亚经
济中心拉各斯正在建设的莱基深水港
项目，该项目获得中国资金支持，预计
今年年底投入运营。据报道，该项目运
营后将创造17万个就业岗位，并通过
税收、特许权使用费和关税为政府带来
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彼
得·卡格万加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为非洲各国发展提供了良好资金支
持。例如，中企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
促进了当地工业化发展和沿线经贸活
动，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新华社记者 朱绍斌
（新华社内罗毕7月20日电）

债多息高 鲜有减免

西方私贷机构让非洲国家背负重债

7月20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
得，参赛选手在“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沙特赛区决赛中演讲。

第 21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沙特赛区决赛 20 日下午在沙特
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华为公司未来展厅
成功举办，来自沙特 3 所高校的 12 名
选手参加了比赛。这也是沙特首次举
办“汉语桥”比赛。

新华社记者 王海洲 摄

汉语桥

作为中国首条中欧班列线路，中
欧班列（重庆）日前迎来新的里程碑
——中欧班列 （重庆） 开行突破 1万
列。中欧班列（重庆）开行列车破万
标志着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共同发展
的一个新起点，也昭示着中国对外经
贸及更广阔领域合作的光明前景。

2011年3月，首列重庆至德国杜伊
斯堡的国际联运列车探索开行，开启了
中国“钢铁驼队”跨越亚欧大陆的不间
断旅程，搭建了开放合作的友谊桥梁。
目前，横跨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连点

成线”“织线成网”，通达欧洲23个国家
的 180个城市，运输货品达 5 万余种。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空运海运
受阻，中欧班列一枝独秀，将大量紧缺
防疫物资通过陆路送到沿线各国。
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1.5万列，向沿线
国家运送了146万标箱货物。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不断拓展新
线路——中欧班列成渝号（绵阳）首
次开行，中欧班列（长沙）开辟拉脱
维亚新线路，中欧班列长安号开通跨
里海、黑海班列……已有各线路捷报

频传——合肥中欧班列从2014年开行
至今实现进出口贸易额超百亿美元；
成渝两地中欧班列开行量突破2万列
大关；上合示范区今年前5个月到发
中欧班列同比增长近四成……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合作纽
带，中欧班列的蓬勃发展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注入了新动力。“钢铁巨龙”
将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理念带到亚欧
大陆各地，助推“一带一路”合作踏上新
台阶，造福当地民众。一座座“连心桥”、
一道道“发展带”、一个个“繁荣港”、一

条条“幸福路”接连诞生。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
物贸易额达11.6万亿元，对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1384.5亿元，一批民生领域援助
项目落地见效。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
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法比奥·马西莫·
帕伦蒂撰文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来，相关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等方面硕果累累，向世界
证明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价值和意义。

新华社记者 李蓉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欧班列里程碑 对外合作新征程

受欧洲央行即将启动十多年来首
次加息等因素提振，欧元对美元汇率近
期有所回升。但专家们认为，地缘政治
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欧洲央行对
抗高通胀的政策空间受限、欧元区增长
前景黯淡、重债国家政局不稳等多重因
素很可能进一步打压欧元。

欧元对美元汇率在今年2月达到
约1比 1.15的年内高点后，随着乌克兰
危机升级、美国开始加息而一路下行，7
月 12日跌至平价水平，此后又多次短

暂击穿这一重要心理关口，不断刷新
20年来的新低。

机构投资者普遍认为，欧洲地缘政
治危机发展进程及欧美央行货币政策
差异，是决定欧元汇率走势的两大关键
因素。

今年美联储已三次加息，而且机构
投资者普遍预计，7月底该央行将再加
息至少75个基点。不仅如此，自6月起，
美联储已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即减持
此前购买的美元债券。

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刚准备开启加息
进程，缩表还未提上议事日程。而且，为防
止在加息过程中重债国家融资成本上升
过快，欧洲央行计划出台新的购债工具。

法国外贸银行投资管理公司首席
投资策略师马布鲁克·舍图阿纳表示，
欧洲央行与美联储加息的差距会给欧
元带来进一步的下行压力。

事实上，2016年至2018年间，美欧
曾出现过货币政策明显背离：当时美国
进入加息周期并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

欧洲央行则在降息并持续进行净资产
购买。但在此期间，欧元对美元汇率甚
至出现过长时间的上涨行情。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当前引发欧洲
能源价格暴涨的地缘政治冲突仍在持
续发酵，欧元很难从根本上挽回颓势。
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卡斯滕·布热斯
基说，在本地区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
下，欧元疲软弊大于利。

新华社记者 邵莉
（新华社法兰克福7月21日电）

欧洲地缘政治危机延宕欧元下跌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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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尼拉7月21日电（记者
闫洁 刘锴） 亚洲开发银行21日发
布《2022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
告，将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2022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5.2%下调至4.6%。

报告说，新冠疫情持续、乌克
兰危机、发达经济体采取更激进的
货币紧缩政策等因素，是亚太地区
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走低的
主要原因。

报告预测，今年南亚地区经济
增长率为 6.5%，东亚地区为 3.8%，
东南亚地区为 5%，中亚地区为

3.8%，太平洋地区为4.7%。
报告说，受全球燃油和食品价

格上涨影响，今年亚太地区发展中
经济体的通胀率预计将达到 4.2%，
明年将达到 3.5%。不过报告认为，
亚太地区的通胀压力“相比世界其
他地区要小”。

亚洲开发银行是聚焦亚太地区
发展的多边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
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亚洲发展展望》是亚行的年度旗舰
经济报告，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作
出预测。

亚行下调

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

新华社东京 7 月 21 日电 （记者
刘春燕） 日本财务省21日公布的贸
易统计结果显示，由于原油等进口
商品价格上涨叠加日元大幅贬值，
日本今年上半年贸易逆差达7.92万
亿日元（1美元约合138日元），创下
有可比统计以来的历史同期新高。

报告显示，上半年日本进口额
同比增长 37.9%至 53.86 万亿日元，
其中原油进口额为上年同期的两

倍多，煤炭进口额是上年同期的 3
倍 多 ； 出 口 额 同 比 增 长 15.2% 至
45.94 万亿日元，钢铁、矿物性燃
料、半导体等商品出口增幅显著。
上半年进口额、出口额均创历史同
期新高。

当天同时公布的月度数据显
示，截至6月，日本已连续11个月出
现贸易逆差，6月贸易逆差为1.38万
亿日元，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日本上半年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7 月 20 日电
（记者 付一鸣）随着欧洲各国放松
社会限制措施以及变异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的新亚型BA.4和BA.5扩
散影响，欧洲近期新冠感染人数迅
速增加。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
家认为欧洲已处在新一轮疫情中。

瑞典电视台20日援引欧洲疾控
中心高级专家阿戈丽察·巴卡的话
说，未来几周住院人数和死亡率将继
续上升。新一轮新冠疫情主要由奥密
克戎毒株新亚型BA.4和BA.5引发，其
感染者目前占欧洲新增病例的80%。

巴卡表示，为了减少病毒传

播，欧洲可能不得不重新引入例如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戴口罩以及
限制大型集会人数等防疫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主任克卢格19日发表声明说，在过
去6周中，欧洲地区的新冠病例增加
了两倍，仅上周就报告了近300万例
新病例，占全球所有新病例的近一
半。尽管同一时期因新冠导致的住
院率翻了一番，但重症监护病房的
入院率迄今为止仍然相对较低。然
而，随着老年人群的感染率继续上
升，欧洲每周仍有近3000人因为感
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欧洲疾控中心专家：

新一轮疫情正席卷欧洲

新华社莫斯科7月20日电（记者
刘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0日在
俄罗斯第一频道一档直播节目上
说，如果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产
品限价，俄方不会亏本对外供应。

近来，七国集团一直在讨论限
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
各种措施，包括给俄出口能源产品
设定价格上限等。

分管俄政府能源领域工作的诺
瓦克说，如果七国集团试图给俄石
油设置的价格上限低于俄生产成

本，俄方不会向世界市场供应石
油，“俄方根本不可能亏本经营”。

俄总统普京20日表示，七国集团
有关限制从俄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
置价格上限等提议，只能导致像天然
气领域一样的结果，“油价将飙升”。

七国集团在6月28日发布的联
合声明中称，七国将考虑一系列方
法与国际合作伙伴协商，以使俄无
法在全球范围通过海运运输原油和
石油产品，除非石油购买价低于或
等于“商定的价格”。

俄副总理：

俄不会亏本对外供应石油

7月2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
上发言。欧盟委员会20日公布一项提案，提议各成员国将天然气使用量减少
15%，以应对欧盟面临的天然气短缺问题。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欧盟提议成员国天然气使用量减少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