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俄罗斯经济逐渐摆脱
危机， 进入复苏阶段。 不过经济增
长率仍徘徊在1％至2％左右， 经济
发展面临较大压力 。 在国情咨文
中， 普京阐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计
划， 目标是在2021年前使经济增速
超过3%， 未来赶超世界平均水平。

为此， 普京指出4个优先发展
方向。 第一， 基于新技术和数字化
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形成
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 实现6年内
非初级产品出口增加50%的目标。

第二， 进一步改善经商环境 ，

改进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机制， 防止
投资流失。

第三， 消除基础设施落后对经
济发展的限制， 释放各地区潜力。6
年内， 全国将重建、 整修60多座机
场。到2025年，贝加尔－阿穆尔铁路
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通行能力要增
加50％。

第四，培养现代人才，推进相关
天才儿童教育中心、数字中心、儿童
科技中心等建设； 开展遗传和人工
智能等一系列科研计划，加强科学基础
设施建设，以形成强大的科技基础。

普京指出 ， 目前俄罗斯仍有
19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太
多了”，毫无疑问应该将消除贫困放
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 联邦各主
体必须保障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和
其他公共领域从业者的劳动报酬与
当地平均收入水平持平。 俄国内平
均收入水平不能降低， 而且应进一
步提高。

普京建议，从2020年1月起进一
步降低子女生育国家补助的申领门
槛； 政府为残疾儿童发放的补助额
度将由5500卢布（约合82.5美元）提
升至1万卢布（约合150美元）；三个及三
个以上子女家庭将获得45万卢布
（约合6750美元）用于偿还抵押贷款。

普京说， 在2019至2020年俄罗
斯将建立和升级1590个门诊部，到
2020年可实现俄罗斯全民享有医疗
服务的目标。

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
认为， 俄罗斯的宏观经济体系非常
稳定，有充足的财政资金。这些资金
将不仅用于解决技术突破等战略任
务， 更要用于对各阶层民众的精准
援助。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
指出，社会问题同样具有经济特性，
贫困和收入不均是造成经济增长缓
慢的重要因素。普京围绕增进家庭福祉
和人民收入等的一系列举措无疑会
对国内经济形势产生积极影响。

在商界对英国“脱欧”前景忧
虑加深之际， 日本本田公司日前
宣布将关闭在英国的汽车制造
厂， 这无疑给英国和欧洲汽车产
业格局带来不小震动。 分析人士
认为，英国“脱欧”的影响不容忽
视， 但更应关注汽车产业变革的
大背景。

本田公司19日宣布， 作为全
球制造网络重组的一部分， 公司
将于2021年关闭其位于 英 国 南
部斯温登的汽车制造厂 ,并 将
加快电动汽车制造步伐 。 该厂
每年生产汽车约15万辆， 员工约
3500人。

英国于 2016年举行全民公
投， 并以52%的支持率选择 “脱
欧”。 根据此前协议，英国将于今
年3月29日正式退出欧盟。这是自
英国决定“脱欧”以来，第一次有
大型汽车企业宣布关厂。 本田汽
车欧洲公司总裁井上胜志表示，
鉴于汽车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变
化，公司必须加快重组全球业务，
不得不做出这一艰难决定。

英国商务、 能源与产业战略
大臣格雷格·克拉克表示，本田的
决定虽是应对市场变化所做出的
商业决策， 但对斯温登和英国都
将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工厂员
工、 他们的家人以及供应链中的

所有员工打击尤为严重。 ”
业界人士认为，英国“脱欧”

将在税收、 供应链和市场等诸多
方面给在英国的车企带来较大影
响。 “脱欧”将意味着英国在欧盟
内享有的零关税成为历史， 对欧
盟整车出口的竞争力将下降。 此
外， 大多数在英国车企采用低库
存的“准时制”生产方式，通关繁
琐和关卡过多将导致延迟交付，
装配线可能停产。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经销商协
会数据显示， 英国生产的汽车大
部分在欧盟销售， 每年和欧盟的
新车交易量达270万辆，而开拓欧
洲以外的市场并非易事。 据行业
人士估计，“脱欧” 将使英国汽车
业赢利能力大幅下降，而“无协议
脱欧” 则可能会给英国车企增加
至少50亿英镑的关税。

对于本田此举， 日本媒体普
遍认为，英国“脱欧”是重要原因
之一。此前，为将英国“脱欧”带来
的冲击降到最小， 日产和丰田也
分别拿出应对之策。 本田社长八
乡隆弘则认为， 这是本田为企业
发展而主动进行的调整。

有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有英
国“脱欧”的因素，本田此举主要
还是因为在欧洲市场表现不佳。
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

2018年本田在欧洲地区销量仅为
约13万辆，所占市场份额0.8%，和
丰田的逾73万辆、 日产的逾47万
辆相比差距甚远。

市场份额连续多年不足1%，
让是否撤出欧洲成为本田必须
面对的问题 。 随着英国 “脱欧”
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 关厂再次
被提上议事日程。 从某种意义上
说，英国“脱欧”帮本田下了关厂
的决心。

从更广的视角看， 全球汽车
业正经历深刻变革， 一些知名车
企投入巨大财力从传统车企转型
为新型车企。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
布的一份报告称，电动化、自动驾
驶和共享出行深刻改变汽车业前
景。 到2030年全球售出的新车将
有大约一半是电动车 （包括纯电
动车和混合动力），十分之一是自
动驾驶汽车。此外，共享按需出行
将在乘客里程中占到近10%（以
自动驾驶电动汽车为主）。

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认
为， 汽车产业将朝着自动驾驶和
电动化方向发展， 本田关闭英国
工厂是顺应汽车产业发展方向的
主动战略调整。 本田已将自动驾
驶研发中心设在中国， 今后将着
重拓展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

据新华社

普京国情咨文
勾勒俄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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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孟加拉国首都达
卡市官员阿里·阿扎姆说， 20日
夜间发生的火灾已造成至少81人
遇难， 数十人受伤。

据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证
实， 火灾中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
伤亡。

当地时间20日23时左右， 达
卡老城区一处仓库内的燃气罐爆
炸， 引燃了储存的化学品， 导致
大火迅速蔓延至周边房屋。

经过扑救， 到21日中午， 现
场已看不到明火， 消防人员仍在
搜救被困人员。 当地消防部门官
员马赫福兹对新华社记者说， 目
前有37支消防队伍在继续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 部分建筑

已经被烧得只剩外墙结构， 路边
的货车 、 三轮车被烧得只剩车
架。 火灾现场聚集了大量围观群
众。 当地人阿卜杜勒说， 大火在
爆炸后5分钟内就蔓延开来， 人
们没有足够时间逃生。

在接收死伤者的医院， 遇难
者亲属认领了30多具遗体， 很多
人失声痛哭。 医疗人员说， 部分
伤者情况危急， 遇难人数有可能
进一步上升。

事发地点为达卡老城区， 房
屋密集、 道路狭窄。 2010年6月，
达卡老城区发生的火灾造成逾百
人遇难。

图为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
消防员在火灾现场救援。

孟加拉国首都火灾
导致至少81人丧生

本田缘何关闭英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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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 美国纽约迎来降雪天气。 图为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附
近， 游客在雪中自拍。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近日发布公报说， 一种
被称为 “僵尸鹿” 的传染病在美
国、 加拿大等地的鹿群中传播。
有专家认为， 这种病毒未来存在
传播给人类的风险。

美疾控中心说 ， 截至今年1
月， 美国本土至少24个州和加拿
大两个省已报告发现 “僵尸鹿”
病， 该病主要感染野生的麋鹿和
驼鹿等鹿科动物。 此外， 挪威和
芬兰的驯鹿和驼鹿以及韩国的进
口动物也曾报告过感染病例。

“僵尸鹿 ” 病是一种朊病毒
导致的 “慢性消耗性疾病”， 美
国于1967年首次报告发现该病 ，
阮 病 毒 通 过 体 液 和 身 体 组 织
接 触 等 方 式 传 播 ， 侵 袭 鹿 的
大脑、 脊髓等组织， 引起体重急
剧减轻 、 协调能力变差 、 流口
水、 走路不稳等症状， 并最终导
致死亡。

“僵尸鹿” 病与牛食用被朊
病毒污染的饲料后引发的疯牛病
类似， 而人食用疯牛病病牛肉可
能染上致命的克雅氏症。 美疾控
中心说， 目前尚未发现人类感染
“僵尸鹿”病毒病例，但动物实验
显示，引发“僵尸鹿”病的阮病毒
可能传播给松鼠猴、猕猴等动物，
所以“僵尸鹿”病有传人的风险，
建议避免接触染病动物。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
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
特霍姆在有关会议上说， 未来几
年， 存在人类因食用受污染鹿肉
而患上“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可能。

但美国凯斯西保留地大学国
家朊病毒疾病病理监测中心主任
布赖恩·阿普尔比认为， 人们无
需惊慌。 首先， “僵尸鹿” 病已
存在多年 ， 并非新出现的传染
病； 第二， 尚无任何证据显示这
种朊病毒已能传给人类。

“僵尸鹿”病在北美传播
未来不排除传人风险

目前 ， 俄罗斯与美国等
西方国家关系紧张。 面对美
国以退出 《中导条约》 等手
段持续对俄施压， 普京在国
情咨文中显示了维护国家安
全的决心与信心。

普京指出，去年国情咨文
中提到的一系列先进武器装
备的研制生产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已
经开始量产，按计划俄战略火
箭军将在今年建立第一个该
型导弹团。“佩列斯韦特”激光
武器系统和“匕首”高超音速
导弹已进入试验战备执勤状
态。“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已
经试验成功。

普京还表示 ， 俄已成功
研制出 “波塞冬” 无限深度
无人潜航器。 今年春天， 搭
载此型无人潜航器的核动力
潜艇将下水。

普 京 在 评 价 美 国 退 出
《中导条约》 一事时指出， 俄
罗斯不会威胁任何人， 俄方
在安全领域的所有行动都将
是回应性质的、 出于防御目
的， 俄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关
系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诺维科
夫认为，普京此次没有明确谈
外交方向，而是在确保国家安
全方面着墨颇多。 他通过列举先
进武器来提醒华盛顿，俄罗斯
的军工潜力仍然存在。所有新
型武器 的 发 展 都 经 过 了 必
要的测试流程， 而这正是建
立在完备的工业基础上。 此
举无疑是在那些试图不择手
段谋取全球主导地位的人头
上“浇了一盆冷水”。据新华社

雪降纽约

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发表国情咨文， 详尽阐述了改善
民生、 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家安全等问题， 并宣布了一系列
应对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 普京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确定
了社会、 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 而在
今年国情咨文中， 他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了路线图， 并且
向民众展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与信心。

稳稳民生

促促增长

护护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