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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家追逐中国消费新红利
“五一”
小长假，
中国人乐享假日。
在有效防
控新冠疫情的基础上，
出行、购物数据亮点满
满，
是中国经济活力和韧性的最鲜活体现，
也为
提振世界经济、
助力全球复苏发出明确信号。
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迅速有效控制疫
情、推动疫苗接种等因素是中国人安心出行
的底气，
与全球许多仍在努力控制疫情、尚未
开放大规模国内旅行的国家对比鲜明。彭博
社则表示，
“五一”假期的中国，
从国内机票到
主题公园门票，
处处都“一票难求”，
显示中国
经济正从疫情中加速恢复。
繁荣的国内消费让国际商家着力寻找开
拓中国市场的新途径。疫情冲击国际旅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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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
及韩国均加入
其 中 ，R C E P
的经济效果将
超过日本迄今
签署的所有贸

RCEP

易协定

新华社东京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国会参议院
日前批准《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由于众议院此前已批准该
协定，此举意味着日本正
式完成 RCEP 批准程序。
2020 年 11 月，15
个 RCEP 成员国正式签
署该协定。RCEP 在 6 个
东盟成员国和 3 个非东
盟成员国获批准后，即可
在这些批准的国家之间相
互生效。目前，中国、新加
坡和泰国已完成批准
程序。
在 RCEP15 国中，日
本与东盟、澳大利亚均已
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新西兰则通过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建立了高水平的经济合作关系。加入 RCEP
可以使日本与中国、韩国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
对日本来说，中国和韩国分别是第一大
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尽快批准实施 RCEP ，
将中日韩三国纳入同一自贸框架，对推动日
本出口、拉升日本经济复苏有现实意义。
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工
业品品种来看，RCEP 生效后，中国对日本
工业品的关税取消率将从 8% 提高到 86% ，
韩国有望从 19% 提高到 92% ，这将有助于
促进日本出口。
日本汽车产业相关企业在亚洲配置了大
量产业链，拥有广泛业务，RCEP 将成为其
强大东风。从品种看，日本约 87% 的面向中
国市场的汽车部件将得以免税，从年出口额
来看，约相当于 5 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09
日元）规模。日本对韩国出口的化学制品、纤
维制品与织物、棉织物等将获得免税。日本
输韩化学制品的年出口规模约为 1.1 万亿
日元。
日本政府此前发表 RCEP 经济效果估
算 报 告 说 ，由 于 中 国 及 韩 国 均 加 入 其 中 ，
RCEP 的经济效果将超过日本迄今签署的所
有贸易协定。RCEP 最终有望使日本 91.5%
的工业品获得免税，国内生产总值(GDP)有
望提高 2.7% 。按照 2019 财年的实际 GDP
计算，相当于拉动经济增长约 15 万亿日元。
出口有望增长 0.8% ，投资增加 0.7% ，民间
消费扩大 1.8% ，
就业人数有望增加 57 万。
对比之前日本政府关于 CPTPP 的估算，
有日本媒体评论，
美国退出后的 CPTPP 对日
本 GDP 的推升效果仅为 1.5% ，相当于推动
经济增长约 7.8 万亿日元。相比之下，RCEP
对日本经济的利好效果远超 CPTPP 。
三 菱 综 合 研 究 所 的 报 告 认 为 ，与
CPTPP 相比，RCEP 不仅经济规模更大，而
且具有地理上的连续性。RCEP 生效不仅带
来关税下调，通过改善整个亚洲的市场准入，
还有望促进贸易和投资，可能重构供应链，
提
高供应链效率。
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RCEP 是捍卫自
由贸易、应对保护主义的重要贸易安排，
符合
历史潮流。推动 RCEP 的批准与生效将进
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合作水平，符合有关各方
的共同利益，将对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产
生积极影响。

国游客“海外行”的步伐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以中国游客为目标群体的线下零售业务中
断。为此，不少商家开始发力线上业务，追逐
中国消费新红利。
澳卖客是一家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主营
当地特色产品。为了顺应眼下的特殊情况，澳
卖客开始重点发展电子商务模式，在社交媒
体上通过“网红”带货。这家企业认为，
中国社
交电子商务市场拥有巨大增长潜力，特别是
由买家发布的产品体验内容正成为提高用户
参与和获得新客群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澳卖客执行主席陈昆告诉新华社记者，
公
司在社交平台上已拥有 2 万多名注册用户，
其
中 85% 来自中国大陆。
目前，
这家企业正准备
和杭州一家企业合作，
扩大社交电商规模。
越来越多的线上需求正改变着国际商家
与中国做生意的模式。新西兰贸易部长达明·

奥康纳此前表示，新西兰商界正加大在中
国市场的推广和投入，特别是在疫情导致
的不利情况下，新西兰企业正利用电商平
台，开发手机应用和小程序等创新手段，
努
力保持与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的粘性。
中国即将在海南海口举办首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泰国暹罗智库主席、泰国
正大管理学院副校长洪风表示，消博会为
国外高质量消费品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发
展红利提供了重要渠道。
正积极备展的瑞士医药和保健品企业
韦勒达亚太地区主管海科·巴思表示，
疫情
并没有对企业的中国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消费者只是改变了消费方式，更倾向于线
上消费。消博会为企业提供了拓展市场的
重要渠道。
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胡

东安告诉记者，中国国内增长的动力正转
向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
“五一”假期中国
市场消费者支出强劲增长是一个令世界鼓
舞的信号。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中国问
题专家克里斯蒂娜·奥特认为，
在多种因素
带动下，
中国经济今年将强劲增长。中国经
济持续增长将对德国产生积极影响，为德
国企业提供良好商机。
目前，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
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假
日经济推动消费增长，不仅有利于中国高
质量发展，更能利惠全球，
助力世界经济复
苏。 （参与记者：宿亮、郝亚琳、李馨宇、
郭磊、卢怀谦、宋宇、凌馨、孙晓玲、朱晟）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经合组织专家：中国良好增长前景
和进一步开放将持续吸引外资
新华社巴黎电（记者刘芳）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中国政策研究室主任
玛吉特·莫尔纳 5 月 3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得益于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及
诸多行业加速开放，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
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中国良好的增长
前景和进一步开放的举措将助力中国持续
吸引外资流入。
经合组织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疫

情 影 响 ，2 0 2 0 年 全 球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FDI）总规模为 8460 亿美元，比上年下
降 38% ，为 2005 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
流入中国的 FDI 逆势增至 2120 亿美元，
增幅为 14% ；流入美国的 FDI 为 1770 亿
美元，
下降 37% 。
莫尔纳说，疫情得到控制后，
中国经济
迅速恢复增长，
中国因此成为 FDI 更为现实
的目的地。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是中国吸

引外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经合组织数据显
示，
从 2019 年到 2020 年，
中国减少了外国直
接投资限制，
在金融服务领域最为明显，
制造
业、
农业和建筑业的外资限制也有所放松。
莫尔纳指出，
中国 FDI 存量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仍相对较低，
吸引外资仍有很大增长空
间。
“稳外资”是中国政府一项重要政策目标。
在传统行业和制造业等领域，引进外资有助
于技术升级、
改善组织管理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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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冠病例升至 2066 万

5 月 5 日，人们在印度新德里等待填充氧气瓶。印度卫生部 5 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该国过去 24 小时增加新冠确诊病例 382315 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
20665148 例；新增死亡 3780 例，累计死亡 226188 例。
新华社发（帕塔·萨卡尔摄）

离间中非关系没有市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将目光投向了非
洲，
与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两国总统和外长举行
视频会谈，
与有美国留学经历的非洲毕业生举
行圆桌会谈，
其间乘机向中非关系泼冷水，
继
续兜售“中国威胁”
“债务陷阱”
“中国人抢夺非
洲人饭碗”等不实之词。美方为谋私利挑拨中
非关系之举令人不齿。中非合作成果看得见、
摸得着，
离间诋毁抹黑注定没有市场。
美方的言辞极其虚伪。布林肯在圆桌会
谈中回答非洲青年提问时声称，美方不要求
任何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二选一”选择
题，但又希望非洲在发展对外关系以及看待
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时要“睁大眼睛”，并
诬蔑中国在非基建投资和贷款让一些非洲国
家陷入不可持续发展境地。美国国务院负责
非洲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戈代克在相关新
闻发布会上的说法就更加赤裸裸：
“美国将向
非洲人民展示，与中国在非洲推行的经济发
展模式相比，
美国模式更注重非方利益，
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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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更具吸引力。
”一方面宣称不要求非洲国
家做排他性“选择题”，一方面又让非洲国
家远离中国，
选择美国，
这种自相矛盾的虚
伪表态充分暴露了美方的真实意图，其实
质就是要挑拨离间中非关系，在非洲排他
性推进美国利益。
美方有关中非关系的说法严重失实。
从约 600 年前郑和下西洋抵达非洲东海
岸，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远
涉重洋援建坦赞铁路，再到近年来不断迈
上新台阶的中非友好合作，中非关系源远
流长，
中非友谊历久弥新。反观西方国家与
非洲交往的历史，充斥着侵略殖民的斑斑
劣迹和血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力支持非洲
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事业和国家
建设。中非合作历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
考验。当前，中非关系持续强劲发展。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 20 多年来，
中非贸易额和中
国对非投资存量分别增长 20 倍和 100 倍。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倡议的“八大行动”
中所确定的设立鲁班工坊、设立中非创新
合作中心等给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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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中国减贫经验为非洲减贫工作带来启
发。民意调查组织“非洲晴雨表”在其最近
一期关于中国影响力的报告中称，约六成
非洲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影
响力积极正面。
如今，
中非人文交流日益频繁，
大批非
洲年轻人梦想前往中国学习深造。他们正
用自己的脚步和双眼来丈量和观察一个真
实的中国，感受到真实的中国与西方世界
描述的中国很不一样。中非交往的历史和
现实一再证明，真实亲诚是中非合作的鲜
明底色，
合作共赢是中非合作的坚定原则。
那些妄图抹黑中国、离间中非关系的不实
之词，
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
“独行快，众行远”。放眼世界，人类正
面临气候变化、
疫情蔓延、
恐怖主义等全球
挑战，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
各国
需要在众行之路上携手并肩。中国与非洲
将继续同心同向，沿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之路阔步前行。离间中非关
系的可笑伎俩和“恐华”论调可休矣。
（记者朱绍斌、应强）
新华社内罗毕 5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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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的碎石路，熟悉
的荒山坡，突遇外国摄影
师。32 年前，中国侗族妇
女阳奶群建被法国摄影
师阎雷定格的笑容里既
有惊讶，也有面对陌生人
的客气。
通过网络视频连线
方式再一次相见，正在广
西三江自家茶园采摘茶
叶的中国“挑担妈妈”，与
身在法国自己家里的阎
雷都很激动、也很开心。
“把我们连接起来的，
是 30 多年前的刹那间。”
阎雷说。
纵然因疫情阻隔暂
时无法见面，但通过简单
的交流与相互问候，挂在
彼此脸上的微笑仿佛穿
越时空，瞬间拉近了两人
之间的距离。
今年 56 岁的“挑担
妈妈”名叫阳奶群建，
家住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
峒镇唐朝村，是一名普通
的侗族妇女。32 年前的
一次邂逅，阎雷用手中的
相机抓拍下了走在回娘
家路上的她。
当时为了带孩子方
便，
阳奶群建挑着扁担，
两
个儿子分别坐在扁担两
头的箩筐里。而这张照
片，也被阎雷选为其专门
记录侗族风情新书《歌海》
的封面照片。
阎雷是当年第一批
走进深山侗寨的外国人，
阳奶群建与坐在箩筐里
的两个孩子也是第一次
看到西方面孔。
“当时两个
孩子都有点害怕！在阎
雷来之前，我们根本没有
见过外国人。
”阳奶群建回
忆起当时的场面又一次
露出她那标志性的笑容。
今年 59 岁的阎雷自 1985 年首次来到中国后，便
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透过镜头看中国，定格中国民
族风情，
一直是他坚持的方式。
“我对中国、对这里人们
的生活充满了好奇，
我想用相机尽可能记录下来，
让更
多的人了解这里。”回忆起那次三江之行，阎雷用他不
太流利的中文说。
阎雷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
少数民族——
— 侗族。于是从 1988 年起，他先后 4 次
跋涉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贵州黎平县一带侗族
群众聚居的山水间，
用相机记录着那里的一切。
说起第一次到三江侗族自治县，阎雷至今记忆犹
新。
“当时我和朋友租了一辆越野车从桂林前往三江
县，因为路况很差，一百多公里的路，我们走了一整
天。
”阎雷说，
那时候县城里只有一家条件简陋的旅店，
没什么商店，汽车也较为罕见，他所到之处，总会被好
奇的群众围观。
虽然当年三江侗族自治县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经
济给阎雷的采风带来诸多不便，但原生态的侗族文化
深深吸引了阎雷。
“那里有很多木结构的风雨桥、鼓楼和民居，梯田
很好看，当地人平时都会穿民族服装，还会经常吹芦
笙……”那一次，阎雷先后到访了周边多个侗族村寨。
从他当时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雪中侗寨、风雨桥下
的斗牛比赛、侗族群众的歌舞活动还有各种生活细节。
就这样，
背着三台相机，
阎雷逐渐与当地的侗族群
众打成一片。
“所有人对我们都很友善。”阎雷说，淳朴
的民风与人们的热情让他得以自由拍摄，其中一些照
片也在国际上引起同行关注，
给他带来了荣誉。
此后，
阎雷又多次回到曾经到访过的侗寨，
当地的
变化令他惊讶。
“以前这里很多人的家里还没通电，水
泥路很少，
物资匮乏……”阎雷说，
“现在这里新修了很
多路，交通比以前方便了很多，路上的车越来越多，商
店内的商品越来越丰富，
楼房越来越多，
县城建设得像
一座大都市。面对外国面孔，当地人也比以前更加自
信、从容。
”
在侗族文化走出深山的过程中，阎雷的图文推介
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正因为他对侗族的报道在世界
各大杂志上广泛传播，他收获了更多来中国拍照的机
会。阎雷和侗族人民间的缘分越来越深。
2019 年，阎雷又一次回到唐朝村。
“挑担妈妈”家
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电视、冰箱、洗衣机都已添置，两
个儿子已长大并外出务工，回娘家所走的山路也已废
弃，
村里有了水泥硬化路，
一条高速公路也从寨子旁的
峡谷中穿过。前几年，三江县通了高铁，立体、便捷的
交通网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侗族群众与外界联系越
来越紧密。
此前，
在阎雷看来，
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是矛
盾的。
但多次回访，
阎雷发现，
曾经在照片中留下影像的
建筑、田园依然存在，并且被保护得很好。
“这么多年
来，
侗族文化得到了极大保护，
虽然现在日常生活中穿
民族服装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但当地人通过穿着民
族服饰给外来游客表演民族歌舞等，也是保护和传承
民族文化的一种新形式。
”
30 多年来，阎雷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60 多万
张照片记录了真实的中国，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谈及多年来对中国的感受，
阎雷说，
中国的变化与进步
让人震撼，
如果再有机会来中国，
他想带女儿去桂林看
看，然后再从桂林去三江。
“与三十年后的中国相遇是
场惊喜。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拍几个关于中国的画
册和纪录片。
”阎雷说。
（记者曹祎铭、杨骏、周华）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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