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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

INVESTMENT 投资

日前，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
拜登举行了首次视频会晤。在会
晤中，习近平指出，中方所提的全
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
也能如此。当天，拜登还正式签署
了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建
设法案。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
的最重要全球性倡议之一，已经成
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
国际合作平台。在美欧均推出基建
计划背景下，若“一带一路”进一步
多边化机制化发展，与西方七国集
团首脑会议上提出的“重建更美好
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简称 B3W）、“连接欧洲设施”计划
等对接合作，可更大程度、更高效率
上推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对
实现世界和平稳定、合作共赢及可
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缺口
巨大，无论是数字时代新基建还是
传统基建，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发达
国家都存在巨大需求。特别是欠发
达国家迫切需要投资来改善基础设
施，缓解国家贫困问题。根据20国
集团（G20）旗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

（GIH）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展望》报告，2016至2040年，全球基
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增至 94 万亿美
元，年均约增长3.7万亿美元。据估
计，到 2040 年，中国、美国、印度和
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占全球
的一半以上。同时，资金供给不足、
供需匹配难度大是国际开发性金融
领域多年存在的结构性难题。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缺
乏动力，主要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
投资一直不足，甚至一度达到历史
最低水平。

未来几十年，上百万亿基础设
施建设将是全球经济发展一块巨
大的“蛋糕”。面对巨大的资金及
建设缺口，中国、美国及欧洲等单
方面都不具备足够的融资及承建
能力，而且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
建”项目更偏信息化和科技创新领
域，意味着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
术企业的参与度会比较高。因此，

“新基建”项目的融资必须依靠多
元化的融资体系，调动民间投资积
极性，并在融资方式上有所创新。
中美欧在不同领域资金、技术、人
才、管理经验、法规制度等方面存

在不同优势，中美欧可在契合领域
加强基建计划对接合作而不是相
互敌视竞争。

在基础设施包括绿色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中美之间具有广阔的合
作空间。美国基础设施已严重老
化，甚至达到威胁民众生命安全、
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程度，今年
2 月得克萨斯州大面积停电及之
后，佛罗里达州住宅楼坍塌事故便
暴露了美国基础设施窘境。据统
计，美国近四分之一的桥梁存在问
题，其中10%属于结构缺陷，14%属
于功能过时；超过一半的致命交通
事故与道路设施条件差有关；客运
列车的平均速度仅为欧洲的一
半。美国存在明显的“宽带鸿沟”，
农村和低收入社区缺乏高质量的
网络基础设施。美国联邦通信委
员会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约1800
万美国人无法使用任何宽带网络，
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地区。
当前，美国海湾海岸出口天然气的
多数出口基础设施仍在规划或建
设当中，美国天然气等能源也无法
出口到中国。

同时，政府在重振基建方面也

因赤字高企、政治极化而面临挑战，
政府资金不足使美基建停滞不前。
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估算，到
2025年之前，美国基础设施资金缺
口将超过2万亿美元。

到美国地方投资建厂是中国企
业最容易受到美地方政府拥护的方
式。根据2009年颁布的《美国复苏
与再投资法案》第 1605 条，涉及航
空、铁路和公路等运输项目所使用
的建筑材料和运营设备必须由美国
国内生产制造。同时，也可由金融
资本组团，联合参与美国基建。可
由主权基金发挥作用，牵头建立由
国家与产业界、民间私募基金、银行
证券金融机构等组成的基础设施投
资基金，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增
加对美基础设施投资。例如，中国
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美国马萨诸塞州
斯普林菲尔德生产基地是中国轨道
交通设备制造商首次在发达国家投
资建厂。目前，中国中车洛杉矶地
铁项目实现了美国本土化制造，列
车车厢的主体部件在美国制造，车
厢外壳在中国生产，最后在中国中
车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
工厂组装。

中美可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方
面交流对话，建立基础设施领域投
资促进机制，推动美国基础设施项
目信息推广和有关政策管制议题的
深入探讨，为中美更多企业参与到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中提供更多集中
信息传播渠道。同时，还可加强两
国省州级政府互动，共同推动省州
级基建项目合作。来自中国的投资
需求是美国各州，尤其是经济欠发
达地区和中国加强链接的动力。因
此，美国州政府可成为中美关系“稳
定器”，可推动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
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通过省政府
和州政府的紧密联系来推动省州级
基建项目的合作。

除了合作共建美国的基础设
施，“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也
可成为中美关系缓和并增进合作的
一个抓手，中美可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与B3W等倡议对接，合作共建
第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
施。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也将
行稳致远，实现多边化机制化发展，
成为国际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持久
稳定的国际化机制化平台。（作者系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开放的一带一路欢迎美欧合作
■ 王辉耀

在11月19日世界厕所日当天，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北京
二七机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宣
布 ，新 一 代 万 能 处 理 器（Omni
Processor，简称 OP 处理器）系列 J-
OP V2处理器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
尔完成组装，预计将于年底投入商
业运营。这标志着OP处理器技术
向实现商业化和广泛应用又迈进了
一步。

根据联合国统计，2020年全球
有接近一半人口缺少安全管理的卫
生设施。每年，全球有近 50万名 5

岁以下儿童死于腹泻和其他不良卫
生条件引起的疾病。

据盖茨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OP 处理器是专门用来处理粪
便，从而解决这一挑战的小型分布
式处理设备。它采用多种新技术处
理粪污，不仅能杀灭病原体，还能将
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如清洁的
水、电或肥料。

“盖茨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发现
并资助新型且无需连接下水道的卫
生产品和系统，从而大幅减少恶劣
卫生条件造成的全球健康负担和经

济损失。在此背景下，盖茨基金会
资助并推动了OP处理器技术的开
发，并与北京二七机车工业等全球
范围内的合作伙伴共同实现这一技
术的商业化应用与推广，为改善各
个地区和全球的卫生状况做出贡
献。”上述负责人称。

据了解，北京二七机车工业与盖
茨基金会的合作开始于2017年。根
据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盖茨基金会
将OP处理器技术无偿转让给北京二
七机车工业，并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对
设备进行调整和生产，目标是让该技
术可以适用于资源缺乏地区。

2018年，双方合作的首个项目
落地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2019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期间，双方合作
开发了第一台OP CS50处理器，完
成生产制造、组装、调试并全面投入
运行。该台处理器每天可以处理50
吨含水率60%的污泥，发电230千瓦
时，产生2000至7000升清洁水。与
同等处理规模的流化床和炉排炉等
主流处理工艺相比，处理成本每吨
可降低30%至40%。

此次宣布完成组装的OP处理
器系列 J-OP V2处理器是双方合作
的第二个项目。这台处理器由盖茨
基金会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总
部设在西雅图的 Sedron Technolo⁃
gies公司——开发制造。北京二七机
车工业凭借其在中国成功安装并运

行OP CS50处理器的经验，最终获
得委托协议，承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
喀尔组装 J-OP V2处理器的项目。

“盖茨基金会高度重视清洁水
源和环境卫生工作，以及终止露天
排便等措施对于改善全球卫生状况
的重要作用。加快开发安全且无需
连接下水道的卫生系统和技术是基
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万能处理器
技术是盖茨基金会资助开发的一系
列‘无下水道卫生系统’中的关键组
成部分之一。我们与北京二七机车
工业的合作将有助于证明万能处理
器的技术和商业化可行性，为该技
术最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
的推广应用提供有益参考。”盖茨基
金会水源、卫生与清洁项目副主任
杜拉叶·克乃表示。

北京二七机车工业董事长、总
经理吕福太表示：“中国的厕所革命
为安全卫生方法的迅速推广提供了

动力，并为万能处理器技术在中国
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
会，尤其是在资源缺乏的地区。我
们希望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经验，与
盖茨基金会和全球其他公共及私营
部门的伙伴开展合作，为其他发展
中国家提供解决方案。”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
表郑志杰说：“基金会致力于探索突
破性的技术和可持续的交付模式，改
善世界最贫困人口的卫生条件。中
国是基金会在这一工作领域里越来
越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欣喜地看
到，基金会与北京二七机车工业等中
国合作伙伴在环境卫生方面的合作
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将对中国以及其
他国家人民的福祉产生深远影响。”

据悉，在完成组装和试运行后，
J-OP V2 处理器现已交付塞内加
尔，由当地的卫生部门与私营部门
共同运营。

首台商业化万能处理器在塞内加尔完成组装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据新华社消息，加拿大统计局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 10
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7%，创
2003年2月以来新高。能源价格
上涨是推升当月通胀的主要因
素。数据显示，受能源供应紧张等
因素影响，10月加拿大能源价格同
比上涨25.5%，其中汽油价格同比
上涨41.7%。剔除能源价格后，当
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3%。
自今年4月开始，加拿大消费价格
指数已连续7个月高于加央行设
定的1%至3%的目标。

据新华社消息，老挝第九届国
会第二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政府
社会经济发展计划2021年执行情
况和 2022年目标的报告，要求确
保 2022年老挝经济持续发展，实
现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增 长
4.2%。据老挝巴特寮通讯社报道，
老挝国会对政府在防控新冠疫情
同时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和维护国家社会安定表
示赞许，同时要求政府处理好公共
债务和财政收入等问题。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加拿大通胀压力短期或将持续

老挝将力保2022年经济增长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