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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已申请加入亚投行，人均GDP全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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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
在北京发布。蓝皮书指出，截至2015

年3月的一年间，中国人共计花费
220亿美元在美国买房，环比增长
72%，超过其他所有外国客户群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
认为，中国投资移民带动对外直接
投资，在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抵消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方面
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由于中国投
资移民通常是“移民不移居”，其资
本和移民身份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因此，投资移民的业务和事业依然
在国内，即使获得了移民身份，也没
有放弃中国国籍，移民身份也有利
于其经营跨国业务，客观上促进了
中国经贸的国际化。另外，第三代移
民潮移民的知识水平都比较高，他
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在讲好中国故
事、重塑中国移民的国际形象等方
面也正在发挥作用。

据澎湃新闻

中国人在美购房

一年花220亿美元

据新华社河内３月１９日电 据
越南《年轻人报》１９日报道，越南政
府监察总署和内务部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重奖反腐举报有功人员。

通知规定，根据举报人在反腐
行动中的具体表现，可以分别获得
由国家主席颁发的勇敢奖章、总理
或由其他政府部门颁发的奖状，奖
金分别是当月最低工资标准的６０
倍、４０倍和２０倍。目前越南每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１１５万越南盾（约合人民
币330元）。

此外，举报人帮助追回当月最
低工资标准６００倍以上赃款时，可获
得赃款价值１０％的奖励，但最高不
得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３０００倍（约
合人民币990000元）。

通知说，规定将于５月１日开始
实施，奖励资金由政府监察总署下
设的防控腐败奖励基金会提供。

越南重奖反腐举报

最高可奖百万元

据新华社曼谷３月１９日电 泰
国最高法院１９日决定受理针对前总
理英拉的刑事诉讼案，第一次听证
会将于今年５月１９日举行。

泰国最高法院当天召开记者
会，宣布了受理决定。按照法律程
序，下一步最高法院将从法庭小组
的９名法官中选出１人担任案件主审
法官。按照泰国法律要求，英拉必须
出席听证会接受聆讯。如果罪名成
立，英拉可能面临最高１０年徒刑。

２月１９日，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
就英拉当政时期的大米收购项目，
以玩忽职守等罪名正式向最高法院
提起针对英拉的刑事诉讼。２月２４
日，最高法院选出由９名法官组成的
法庭小组，来决定是否受理此案。第
一次听证会前，英拉方面仍可以对９
名法官的人选提出反对意见。

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日前还针
对前商务部长汶颂及其他２０位英拉
执政时期的政府官员，向最高法院
提起了刑事诉讼。最高法院将于４月
２０日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此外，泰国反贪污委员会今年２
月已要求财政部就大米收购项目对
英拉提起民事诉讼，索赔６０００亿泰
铢（约合１８５亿美元）。泰国财政部表
示，至去年年底，大米收购项目造成
的财政损失高达５３７０亿泰铢（约合
１６５亿美元）。

最高法受理大米案

英拉或判10年徒刑

本报讯 卢森堡财政大臣皮
埃尔·格拉梅尼亚１８日接受采访
时称，卢森堡已经提交了希望成
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资格申请。
卢森堡是继新西兰、英国、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之后，第六个申请
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至此亚
投行初创成员国增至32个。

格拉梅尼亚说，“卢森堡作为
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越来越多
的亚洲银行在此安家落户，已成
为欧洲和亚洲间投资的促进者，
通过加入亚投行的行动，（卢森
堡）愿进一步发展其作为两大洲
之间的桥梁建设者和门户的作
用。”

他表示，卢森堡是国际发展
合作的可靠伙伴，愿进一步扩大
其对多边援助机制的承诺，特别
是在亚太地区。

卢森堡位于西欧内陆，东邻
德国，南接法国，北部和西部同比
利时接壤。该国面积仅2586 . 3平
方公里，人口仅50 . 22万。但是，
卢 森 堡 拥 有 全 球 最 高 的 人 均
GDP，达11 . 07万美元（2013年）。
卢森堡的经济过去以工业为主，
现在则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
一。该国是欧元区内最重要的私
人银行中心，及全球第二大的投
资信托中心（仅次于美国）。

据了解，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在卢
森堡设立其欧洲总部，另外，中国
农业银行和支付宝也即将在卢森
堡设立欧洲分公司。

加上卢森堡，亚投行的创始
成员国已经达到了32个。32名初
创成员国为：中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约
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
尔代夫、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
尼泊尔、新西兰、阿曼、巴基斯坦、
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
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
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法国、德
国、意大利、英国、卢森堡。

在3月31日亚投行创始成员
国申请截止前，有意成为亚投行
创始国的国家数量或许在32个基
础上大幅增加。

据新华社等

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
员兼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
斯滕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
表示，美国反对加入中国倡
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亚投行）是个错误，但他
相信美国最终会改变这一
立场。

近一周来，英国、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主要
大国纷纷赶在亚投行意向
创始成员国募集最后期限
前提出申请，一时成为国际
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美国仍
然不为所动，还对这些欧洲
盟友颇有微词。

作为美国总统贸易政
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
员，伯格斯滕认为美国反对
加入亚投行的真正主要原

因是，“这是中国提出的倡
议，而且即便美国加入，美
国也不会发挥主导作用”。

伯格斯滕认为，反对加
入亚投行不符合美国对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的期望，也不利于增加中美
互信。“美国多年来一直敦促
中国要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
多的领导作用，成为负责任
的利益攸关方，为处理国际
事务提供更多资源，但现在
中国决定这样做了，美国却
表示反对，这是不对的。”

伯格斯滕表示，现有的
国际机构应该进行改革来
反映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
体的合理诉求与经济实力，
而美国也应该转变心态接
受这些变革。

伯格斯滕批评美国政

府过去四年未能与国会合
作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以
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的话
语权，现在也未能转变心态
接受新兴大国提出的亚投
行等国际倡议。

伯格斯滕相信，美国和
日本两大经济体最终必然
也将加入亚投行。他说，“在
贸易政策方面我们有望看
到一个区域贸易安排将中
国、美国和日本都囊括在
内，去年底亚太经合组织成
员已同意就启动开展亚太
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达成
共识。”他认为，缺乏中美日
三国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安
排都是不完整和不成功的。

“我认为美国和日本最终都
将加入亚投行。”

本报讯 仅在几年前，俄罗斯
还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全球战略
中的重要市场。如今，这一市场正
在褪色。通用汽车１８日说，计划年底
在俄罗斯停售全部欧宝汽车，以及
大部分雪佛兰汽车。另外，通用汽
车计划无限期关闭位于圣彼得堡
的工厂。这意味将裁员１０００多人。

受俄罗斯货币卢布贬值、利率
大幅上调和经济放缓影响，通用汽
车去年在俄销售下滑２８％。

通用汽车总裁丹·阿曼在声明
中说：“我们在俄罗斯调整商业模
式，是我们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我
们的战略旨在确保有通用汽车业
务的市场实现长期可持续性。”

通用汽车说，将在俄罗斯继续
销售凯迪拉克，以及美国工厂生产
的雪佛兰系列车型科迈罗、科尔维
特和塔荷。

由于经济增长的放缓导致消

费者推迟大宗采购，俄罗斯的汽车
销售情况在2014年陷入萎靡。在西
方世界因为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
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的消费者情
绪也受到进一步的压力。2014年7
月，欧洲企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当月
的俄罗斯汽车销售量有23%的同比
下降，延续了6月17%的跌幅。其数
据还显示，雪佛兰品牌汽车的销售
量在7月同比下降了45%，欧宝销售
量大跌25%。去年8月，通用汽车公
司已宣布，由于俄罗斯汽车市场的
持续放缓，将减少靠近圣彼得堡的
俄罗斯工厂的产量。

除通用汽车外，多家车企过去
半年间在俄罗斯减产并提价。例
如，日本日产自动车公司本周说，
将在俄罗斯停产１６天。

通用汽车的竞争对手美国福
特汽车公司暂无大举撤离俄罗斯
市场计划。 据新华社等

美美国国反反对对加加入入亚亚投投行行是是个个错错误误

观点

日本东亚资本管理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津上俊哉认
为，中国有一大批受过海外
良好教育、精通英语、熟悉国
际金融机构业务的专业人
才，他们当中的一些甚至具
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和运
营经验。津上俊哉对中国管

理、运营好亚投行抱有信心。
津上俊哉还认为，未来

会有更多的发达国家加入
亚投行。尽管日本和美国不
太愿意看到出现由中国主
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但设立
亚投行，亚洲地区国家可以
从其获得基础设施建设所
需的资金。

津上指出，中国主导设
立亚投行，对一直主导世界
银行的美国以及主导亚洲
开发银行的日本来说，心情
十分复杂，但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国力的大幅增长，
中国谋求相应的国际地位，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可阻挡。 据新华社

未未来来会会有有更更多多发发达达国国家家加加入入

去年在俄销售下滑28%，今年将无限期关工厂裁员

通通用用汽汽车车大大举举撤撤出出俄俄罗罗斯斯

卢森堡地图

据新华社莫斯科３月１８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１８日指出，西方制裁确实给克里米亚发展带来一定
困难，但是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

据俄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在克里米亚加入俄
联邦一周年之际，普京主持会议专门讨论该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问题。他说，一些西方国家对克里米亚和
整个俄罗斯采取了制裁措施，“当然，这一切（制裁）
不是致命的，但无疑给我们带来某种损失”。他强调，
俄政府致力于将克里米亚建设成为“自给自足、快速
发展的联邦主体”。

西方国家反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
联邦，并因此对俄实施制裁。

普京称西方制裁

对克里米亚“不致命”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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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财政大臣皮埃尔·格拉梅尼亚。

比比利利时时


	A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