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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高棉日报》报
道，柬埔寨贡不白马产盐协会副
主席东克乐近日表示，据气象部
门预测，今年柬埔寨因厄尔尼诺
现象温度上升、降雨量减少，此种
天气虽有助柬 2019 年盐业产量
提升，但是，今年该国依然面临

“盐荒”。
东克乐说，今年，该协会仍须

进口食盐，以满足市场需求。他
解释，虽然天公作美，但是，该协
会生产的盐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需
求，主要是 2018年的亏损造成今
年产盐商数量明显减少，另外，还
缺乏劳动力。

他说，目前，该协会因劳动力
缺乏，产盐量骤减 30%。2018 年
柬埔寨从国外进口 3 万吨盐，其
中从中国进口 2 万吨钙盐，从泰
国进口1万吨工业用盐。2017至
2018年，因柬埔寨连续两年多降
雨天气，国内盐产量不足。据介
绍，这是柬埔寨第二次进口食盐，
第一次是在2008年从中国进口6
万吨食盐。

（驻泰国代表处）

随着不久前连接俄罗斯与德
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获
得欧盟支持，俄罗斯对欧洲能源市
场的影响力将再次提升，引发了美
国的担忧。近年来，随着欧盟加快
绿色能源应用步伐，国际能源出口
大国对欧洲市场的关注度持续上
升，其中，美国与俄罗斯在对欧天
然气出口问题上更是“明争暗斗”，
互不相让。

从经贸角度来说，经过这些年
页岩气革命的美国，也瞄准了一直
依赖油气进口的欧洲。近日，美国
能源部副部长丹·布鲁耶特访问德
国，就更多美国天然气进入欧洲获
得了德方积极表态。

欧洲市场需求巨大

据了解，“北溪 2 号”是俄罗斯
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和五家欧洲公司的合作项
目，全线总长 1200 公里，计划 2019
年年内建成，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通
过该管道向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
家供应天然气，每年可输送 550 亿
立方米天然气，可满足欧洲 10％的
天然气需求，届时德国会有 50%的
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此前，俄罗斯凭借传统地缘

优势，与欧洲建立了多条能源输送
渠道，虽然在 2013 年，欧俄相互经
济制裁减缓了双边的能源合作步
伐，但俄罗斯能源公司仍在不断尝
试开拓新的欧洲市场。”商务部研
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
说，美国作为欧洲能源市场上的

“后来者”，希望对欧洲出口更多天
然气，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势头很
猛。今年以来，随着美、欧、俄三方
博弈加剧，美俄“斗法”欧洲天然气
市场态势愈发明显。

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到 2021
年，欧洲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天然
气需求市场，原因是欧洲西北部的
天然气产量逐步下滑，以及亚洲需
求逐渐饱和，从而导致全球天然气
供应增速开始反超亚洲需求增速，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将越来
越关注欧洲的能源需求。

事实上，欧洲是 2018年末以来
美国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亚
洲的天然气价格处于三年来的低
位水平，美国的天然气大部分输往
欧洲。

全球著名能源资讯公司伍德
麦肯兹公司认为，到 2025 年，欧洲
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将翻一番，这

是因为欧洲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
依赖使得欧洲不断扩大天然气的
进口。

记者了解到，欧洲在 2018年冬
季购买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已超过
韩国和墨西哥。从去年 10 月到今
年 1 月，欧洲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
然气达到 323 万吨，而上年同期为
70万吨。目前，美国向欧洲大陆供
应的天然气产量，仅次于世界上最
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卡塔尔。

美俄双方各有优劣

实际上，目前欧洲天然气市场
争夺战或已打响，特别是在欧洲本
身天然气产量大幅下滑，而天然气
巨头——美国、俄罗斯、卡塔尔都
想“分一杯羹”的情况下。

卓创资讯天然气行业分析师
刘广彬表示，单纯从成本角度分
析，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成本
相对美国确实要低，价格是美国最
明显的“短板”。以路易斯安那州
亨利枢纽的 2.85美元/百万英热单
位（美国LNG出口价通常与亨利枢
纽现货价挂钩）为基准，扣除加工
和运输等因素之后，俄罗斯出口至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约为 5 美元/百
万英热，而美国的出口价则超过 6

美元/百万英热。作为老客户的欧
盟当然会首先选择俄罗斯。

除了价格因素，在白明看来，
交通运输也是美国将天然气运至
欧洲的一大障碍。尽管美国近些
年不停修建和完善港口 LNG 终
端、储气设施等，对欧洲出口量也
因此扩大，但跟俄罗斯的多条输气
管道相比，美国这些设施简直是

“小巫见大巫”。目前欧洲依然十
分依赖于从俄罗斯进口，业内人士
大多认为，未来 20 年，俄罗斯在欧
洲能源市场的地位都不太可能被
撼动。

刘广彬表示，欧洲并不甘于俄
罗斯独大的格局。从破除垄断的

角度
来 看 ，

美 国 是
一 个 搅 局

者，有可能会
压低利润以夺

取市场。欧盟气
候行动和能源专

员米盖尔·阿里斯卡特
（Miguel AriasCaete）认为，欧盟自产
天然气下降速度快于预期，同时煤
电厂正在逐步淘汰。此时，多样化
是确保欧盟天然气供应安全的重
要因素。因此，从美国增加进口价
格有竞争力的液化天然气是受到
欧洲欢迎的。

“对欧洲而言，他们希望有这
样的搅局者介入，有意引入美国产
品，破除俄罗斯的垄断。长期依赖
一个国家的天然气是不太安全
的。中国建立四大天然气输入战
略管道，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白
明认为，除此之外，由于美国天然
气的定价机制优于俄罗斯，这也可
能成为欧洲愿意引进美国产品的
一大促进因素。

“分羹”欧洲天然气市场 美俄谁胜一筹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近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屡创新高，中国也
一直保持着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据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
展报告》显示，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存量为 361.75 亿美
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2%，占对大洋洲投
资存量的 86.6%。同时，澳大利亚在中国对发达国家（地
区）直接投资存量排名中位列第三，占比 15.8%。中国累
计在澳大利亚设立境外企业超过 1000 家，雇用外方员
工 2.24 万人。

不过受部分外部因素影响，澳方对中国企业的审查
过严，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的风险程度。近日，在澳大利
亚商会暨新南威尔士州商会在中国举行的投资澳大利亚
路演会上，澳大利亚商会国际业务总监程凯璇称，过去几
年，海外在澳投资的快速增加引发一些忧虑，例如在矿产
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引起了一部分人对国家
安全与资源控制权的担忧，而房价快速上涨令许多当地
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望“房”兴叹，“买房难”成了澳大利
亚一个重要话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对
海外投资管理有所调整。

目前政府对外资管理主要涉及到两个部门，考量两
个原则：由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ACCC）
审核投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由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
（FIRB）审核投资行为是否威胁国家安全。

程凯旋认为，关于国家安全因素的考虑包括海外政
府主导的企业或主权财富基金在战略资源方面的投资，

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审查准则”强调FIRB可根据“国家利益”原则审查
投资，并由财长来决定是否通过该项投资。

规则阐述了六大“国民利益准则”，包括投资者的业务运作是否独立
于相关的外国政府；投资者是否遵守法律和一般企业行为准则；投资是否
会有碍竞争，或导致不适当的行业集聚或控制；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亚
政府收入或其他政策；投资是否会影响国家安全；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
亚企业的运作或管理，包括其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针对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指外国政府的商
业活动不得因其国有性质而享有高于私营部门的竞争优势。澳大利亚政
府要求，外资对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5%或在新项目上
的投资不得超过50%，外国国有（国有股份占15%以上）企业必须拿到联邦
政府的投资许可，才能和州政府商谈勘探权的转让和延续。

不过从今年 1月 1日起，最新一轮中澳关税削减已经生效，两国的几
乎所有产品都将在双边贸易中享受零关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表
示，两国零关税政策从最初谈判到最终签署，历时十年，来之不易，两国零
关税时代的到来，必将推动两国贸易，造福两国人民。

本报讯 《联合早报》称，星
展集团将在印度增设更多实体分
行，与现有数码银行业务相辅相
成。星展集团目前在印度既有数
字银行 digibank，也有 12 家实体
分行。集团执行总裁高博德近日
透露，星展集团将从3月起，扩大
印度分行网络，以便更好地服务
当地企业和个人客户。

作为首家推出数字银行的新
加坡银行，星展集团目前在印度
有约 230 万客户，印度尼西亚有
40多万客户。另外，大华银行近
日也推出不设分行的全数字银行
TMRW，计划覆盖五个亚洲国家
的市场，在五年内争取到 300 万
至500万新客户。

高博德并不担心由此带来的
竞争。他说，大华不是第一家推
出数字银行的区域业者，任何业
者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并改善
服务。“我们在印度市场已落地近
三年，印尼市场也有两年，从中学
习了很多。我们的数码配套和数
码服务能力都很优异。”

（驻新加坡代表处）

本报讯 韩联社称，韩国农林
畜产食品部近日表示，该国 1 月
农副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5.9%，
为 5.76 亿美元，刷新历年 1 月的
出口纪录。从出口产品来看，新
鲜农产品和加工食品出口额分别
同比增长 14.4%和 3.9%。新鲜农
产品出口1.2亿美元，草莓、人参、
泡菜等大部分产品出口增加。在
加工食品方面，饮料、方便面、配
方奶粉的出口增幅明显。

从出口对象国来看，面向中
国（16%）、日 本（14.7%）、东 盟
（10.9%）的出口额均增加，面向中
东地区的出口则呈现持续减少趋
势。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分析认
为，1 月农副产品出口额猛增的
主要原因是草莓等新鲜农产品对
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的出
口增势强劲，加上春节期间礼品
需求旺盛推高人参对华出口。韩
国将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助力出口增长。

（驻韩国代表处）

本报讯 近日，危地马拉政
府表示，根据环境保护战略规
划，该国计划今年至少兴建 100
家污水处理厂。危地马拉环境
与自然资源部部长阿方索·阿隆
佐在近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在 2016年 1月，总统吉米·
莫拉称该国只有 42 家污水厂，
但现在污水处理厂总数达到了
260 家。随后在政府周会中，阿
方索宣布，今年政府将兴建至少
100家污水处理厂。

近年来危地马拉对环保领域
十分关注，除污水处理问题外，河
流及森林的保护也是该国政府关
注的重点。

（驻哥斯达黎加代表处）

当地时间 2月 17日，一份由美
国商务部起草的关于美国进口汽车
关税的报告呈交给美国总统特朗
普，或为后者向全球汽车及零部件
制造商征收关税提供依据。市场普
遍预计，如果美国决定征收此项关
税，那么日本、欧盟、韩国等向美国
出口汽车和零部件的国家及地区将
受到重要影响。

借口威胁国家安全

这份报告对美国是否应当以及
如何推出“汽车税”给出建议。看过
该报告草案的多名汽车业界人士透

露，该报告称“进口汽车是对美国国
家安全的威胁”，并对汽车及零部件
进口征收20%-25%的关税。美联社
报道称，报告提交后，特朗普将有90
天决定是否加征关税。路透社称，在
做出是否征税的决定之前，特朗普政
府可能选择暂不公布该报告的具体
建议。

上述报告是美国商务部应特朗
普的要求从去年开始筹备的，依据
是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
条款，该条款授权评估汽车及零部
件进口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
胁。《纽约时报》日前称，232条款赋

予总统限制进口并在发现商业威胁
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征收无限制关税
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已经使用该权
力对进口钢铁和铝征税。现在，政
府可以在汽车及零部件进口上动用
该条款。

害人损己代价不小

德新社近日表示，在 2月 16日
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理默
克尔严厉批评美国计划对欧洲进口
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默克尔说，
许多德国企业已在美国建厂，如果
这些工厂制造的汽车突然对美国的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真是吓人。

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注册协会
2月 15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美
国提议对汽车课征 25%的关税计
划，长期可能导致德国对美国的汽
车出口减少高达 50%，并严重影响
对其他国家的出口。

数据显示，如果对包括加拿大
和墨西哥在内的进口汽车和零部件
征收 25%的关税，那么进口汽车的
价格将上涨 17%以上，平均约为每
辆 5000 美元。即使是在美国生产
的汽车，价格也会上涨 5%左右，约

合 1800美元，因为它们都使用一些
进口零部件。

《日本经济新闻》2 月 17 日称，
特朗普政府如果加征汽车关税，对
美国经济的影响也很大。美国艾奥
瓦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表示：

“提高汽车和零部件关税将对购买
或维修汽车的消费者造成巨大负
担，无论这些汽车是进口的还是国
产的。”他还说，关税不是长期解决
方案，尽管它们可能为国内产业提
供短期保护，但是会以普通消费者
和日益依赖全球复杂供应链的行业
为代价。

美联社称，特朗普的汽车关税
几乎肯定会导致日本和欧盟的报
复。“欧盟准备对特斯拉征税！”德国

《经济周刊》2月 17日表示，关于美
国对欧盟汽车征收可能关税的争议
继续发酵，欧盟正在准备对策。

意图模糊保持威慑

日本《朝日新闻》近日称，美国政
府一方面出台相关政策，使得可以随
时追加关税，另一方面希望在今后与
日、欧通商谈判中迫使对方让步。日
本汽车业界相关人士认为，美国商务

部之所以推出该报告，是因为目前正
在与中国进行谈判，并不希望与日本
和欧盟的关系恶化。在以3月1日为
期限的美中谈判取得一定共识之后，
将集中精力与日本和欧盟谈判。当
前只要不公开报告，就可以在模糊美
方意图的同时，保持对日本汽车征
收关税的威胁效果。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
建国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特
朗普在接到商务部的报告之后，可
能会逼迫欧盟坐到谈判桌前与之进
行贸易谈判，欧盟也有可能出于对
美国市场的重视做出退让，然后双
方签署一个贸易协议。

“但我觉得除汽车关税外，特朗
普更重要的目的是与欧盟通过谈
判，做出一系列的贸易安排，比如让
欧盟开放更多市场，让美国实质性
从中获益，展示给国内民众，为其明
年连任打下基础。”霍建国认为，欧
美可能会就汽车关税问题展开长达
一年的反复纠缠，而美国之所以高
举高打，除汽车贸易逆差之外，还可
能考虑到 6月的G20、以及在WTO
改革上寻求欧盟的一致。“汽车贸易
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局。”

美汽车报告引发多国焦虑
■ 乐珺青木郭伟民

据美媒报道，德国发展研究所
日前一项研究表明，英国“脱欧”不
仅将伤害到自身，一些依赖与英国
之间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会受到
严重影响。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一
些国家中，受打击最重的国家是柬
埔寨。研究还表示，一旦英国退出
欧盟及其相关条约和贸易协定，将
使世界上17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此前加
入了“除武器外全部商品免关税、免
配额”（EBA，Everything but Arms）
及“欧洲普惠制待遇”（GSP）的条
约，这两项条约都曾取消或降低对
发展中国家向欧盟出口的关税。

报道称，柬埔寨目前有 7.7%的
商品出口到英国。一旦英国“硬脱
欧”，关税提高等将导致柬埔寨的实
际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下 降
1.08%。而除了柬埔寨，马拉维共和
国将成为受打击程度第二严重的国

家。美国驻亚洲发展银行大使对美
媒指出，英国“脱欧”会导致“经贸关
系的中断”，英国与世界最不发达的
一些国家间贸易前景“仍然充满不
确定性”。

据了解，英国是欧盟国家中进
口柬埔寨成衣与鞋子最多的国家之
一。柬埔寨主要出口成衣、鞋子、大
米和胡椒到英国。近年来，柬埔寨
与英国的双边贸易额不断在扩大。

早在 2017 年，国际劳工组织
（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
tion）就警告，由于英国即将离开欧
盟，柬埔寨的纺织和成衣出口业可
能双双面临短期和长期的风险。

越通社此前的相关报道称，在
欧盟宣布启动程序正式对柬埔寨撤
消EBA优惠贸易待遇当天，柬埔寨
首相洪森在脸书上表态称柬埔寨不
能完全依靠外国的援助。

EBA政策若被撤销，对柬埔寨

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柬埔寨纺
织品服装协会消息称，柬埔寨是欧
盟第六大纺织品服装出口来源
地。该动态可能会对柬埔寨纺织
品服装和鞋类等行业带来冲击。
越通社文章指出，若欧盟对柬埔寨
取消EBA，柬埔寨纺织品服装对欧
盟出口的税率将上涨 12%，而鞋类
将增加 17%。

洪森表示，尽管欧盟撤销予以
柬埔寨的贸易优惠待遇，但这不会
影响柬埔寨与欧盟的友好关系。据

《柬中时报》报道，洪森在出席柬埔
寨内政部总结大会闭幕仪式时，就
欧盟启动撤销予以柬埔寨的EBA待
遇程序作出表态。

洪森称，由于柬埔寨是贫穷国
家，欧盟才予以柬埔寨EBA待遇，因
此撤销EBA是“迟早的事情”。“柬埔
寨获得的 EBA 待遇迟早都会失去
的。”他说。

星展集团将在印度
增设更多实体分行

韩国1月农副产品
出口同比增6%

危地马拉将建
100家污水处理厂

柬埔寨仍面临“盐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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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波及部分发展中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