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月30日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 更新内容， 大幅上调今年中
国经济增长预期至5.2%， 认为中
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等因素将改
善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 得益于
良好基本面和有效宏观政策应
对， 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后经
济将实现更快恢复， 这有助于缓
解全球经济面临的诸多困境， 提
振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成全球经济显著亮点
根据IMF报告， 今年全球经

济增长预期由去年10月的2.7%上
调至2.9%。 其中， 发达经济体今
年经济增速预计将由2022年的2.
7%大幅降至1.2%。 美国今年经
济增速预计为1.4%； 欧元区经济
有望增长0.7%。

相比之下， 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比较乐观，
今年预计整体经济增速达 4% ，
较此前预测值上调0.3个百分点。
其中， 中国经济今年预计将增长
5.2%， 高出此前预测值0.8个百
分点。

IMF报告认为， 中国优化调
整防疫政策， “为快于预期的经
济恢复铺平道路”。 美联社解读，

中国经济恢复是IMF上调全球经
济增长预期的 “重要因素”。 彭
博社认为， 得益于中国经济恢复
提振需求等积极因素， 过去一年
中增长预期不断下调的全球经济
可能迎来 “拐点”。

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
奥利维耶·古兰沙认为 ， 中国
2023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将远超美国和欧盟。

北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图
利·科伊武表示， 中国经济快速
恢复， 将继续驱动全球经济， 今
年全球经济表现可能超出先前预
期。

韧性潜力提振增长预期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 外界更

加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缘于
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 较大宏观
政策空间和强劲爆发力。

“一流的基础设施、 高素质
劳动力、 巨大市场……中国在这
些方面的优势不可替代。 中国依
然是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 。”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
授哈伊里·图尔克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表示， 中国因时因势优
化调整防疫政策， 不仅挽救了大
量生命， 也为经济快速恢复打下
基础。

过去一年多来， 全球经济持
续面临高通胀和货币政策收紧压
力， 中国成功将物价维持在相对
较低水平， 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提供了
空间。

铭基亚洲基金投资策略师安
迪·罗思曼认为， 中国巨大规模
储蓄有望得到释放， 实现内需驱
动的经济恢复。 在多数主要经济
体实施紧缩政策之际， 中国是为
数不多实施相对宽松财政和货币
政策的主要经济体， 将继续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

IMF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
尔·加斯帕尔告诉记者， 中国物
价水平总体相对较低， 财政政策
与货币政策都具备应对空间。

中国经济在优化调整防疫政
策后展现的巨大爆发力也令外界
印象深刻。 最新数据显示， 1月
份 ，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 重返 扩 张 空
间 ， 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 企 业
信 心 明 显 增 强 ， 制 造 业 景 气
水平明显回升。 春节期间， 中国
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 同比
增长23.1%。

法国兴业银行最新报告认
为， 中国部分经济数据已恢复到
疫情前水平， 包括服务业消费在

内的个人消费正推动中国经济强
劲恢复。

中国表现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 中国超

大市场规模 、 重要的供应链地
位、 独特的资源禀赋、 科学的经
济社会治理、 开放的经贸政策等
因素 ， 共同改善了中国经济前
景 ， 给全球应对通胀 、 促进贸
易、 维护供应链稳定等带来更多
期待。

古兰沙表示， 全球经济将受
益于中国经济快速恢复。一方面，
加剧全球通胀的供应链瓶颈将因
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得到进一
步缓解；另一方面，中国居民消费
复苏将为全球创造更多需求。

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主
席贝尔纳·德威特认为， 中国是
全球价值链重要参与者， 对制造
业、 航运业和全球物流的影响不
容忽视。 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
强化全球经济复苏预期， 将继续
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正常运
行提供重要支撑， 这对稳定世界
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国立管理大学世界经
济和国际经济关系教研室代理主
任叶夫根尼·斯米尔诺夫认为 ，
今年中国将继续推动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
扩大国内消费， 另一方面加强对
外经济交往。 “在部分发达国家
热衷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
中国的开放格外重要， 中国经济
增长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稳定复
苏。”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近期先后
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对全球
经济复苏的贡献。

摩根士丹利近期把2023年中
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3个百分
点至5.7%。 高盛集团连续第三次
上调明晟中国指数的目标点位，
认为中国当下市场回升不仅是消
费和服务贸易恢复， 更是 “跨越
许多产业、 基础更加广泛的增长
恢复”。 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
指标数据库测算， 2013年至疫情
发生后的两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38.6% ，
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
和。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
雷格·艾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 随着消费者被抑制的需
求得到释放，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
济将加速增长。 众多美国企业对
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期盼拓展在
华业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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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提振全球增长信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31日
结束为期三天的中东之行。 他先
后访问了埃及、 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 为巴以紧张局势降温成为此
行主要意图。 但分析人士认为，
布 林 肯 并 未 带 来 任 何 实 质 性
举措， 加之巴以地区政治和安全
形势复杂严峻， 此次访问难以为
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实质性改
变。

老调重弹没诚意
近来， 巴以紧张局势升级，

暴力冲突不断。 在这一背景下，
为巴以紧张局势 “灭火” 成为布
林肯此访的首要任务之一。

埃及是巴以问题的重要调停
者之一。 在与埃及总统塞西的会
谈中， 布林肯表示美国希望与埃
及积极协调 ， 促使巴以局势降
温 。 埃 及 总 统 府 在 一 份 声 明
中说， 塞西重申埃及在巴以问题
上的坚定立场 ， 即根据国际标
准， 推动达成公正和全面的解决
方案 ， 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权
利。

在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 胡 和 巴 勒 斯 坦 总 统 阿 巴 斯
的 会 谈中 ， 布林肯重申美国对
解决巴以问题 “两国方案” 的支
持。

巴以冲突反复上演， 根源在
于 “两国方案” 迄未落实， 巴勒
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合理诉求长
期无法实现。 分析人士指出， 尽
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支持通过
“两国方案” 解决巴以问题， 但
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 布林肯此
行同样未表现出诚意。

巴勒斯坦民众对布林肯此访
未抱太大期待， 多个巴政治派别
也持消极态度。 巴人民阵线呼吁
阿巴斯不要屈服于美方压力， 并
呼吁民众反对布林肯来访。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前官

员阿布·齐亚德指出， 美国表面
上非常重视巴以问题， 但从布林
肯的表态看 ， 美方只是老调重
弹 ， 还是停留在支持 “两国方
案” 这一层面， 而避免谈及结束
以色列占领巴领土等实质性问
题。 巴勒斯坦不应再押注美国解
决巴以问题。

问题失焦不统一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重要盟友 。 对于布林肯此次来
访， 以分析人士认为， 其目的是
与去年12月上台的以色列新政府
就共同的战略重点进行协调。

以色列新政府由右翼势力和
极右翼势力组成， 被媒体称为以
色列历史上 “最右政府”。 其中，
极右翼势力领导人伊塔马尔·
本-格维尔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后 访 问 耶 路 撒 冷 老 城 圣 殿 山
（穆斯林称 “尊贵禁地”）， 引发
巴 勒 斯 坦 等 地 区 国 家 强 烈 抗
议 。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摩西·
达扬中东和非洲研究中心专家迈
克尔·米尔施泰因指出， 布林肯
此次访问旨在阐明美国对以色列
新政府一些政策的立场， 让以方
明确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 “红
线”。

但以色列新政府不希望布林
肯 此 行 聚 焦 巴 以 问 题 ， 而 是
努 力 将重点放到伊朗核问题和
如何推进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
化上。

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 布
林肯在记者会上强调为巴以局势
降温的重要性。 然而， 内塔尼亚
胡只字不提当前紧张局势， 反而
大谈伊朗对地区的威胁， 表示希
望美国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
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 理由是以
阿矛盾的解决将有助于以巴问题
的化解。

突击 “灭火” 难奏效
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美国的

外交重心不在巴以问题上， 加之
该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复杂严
峻， 布林肯此次中东之行恐难给
巴以目前紧张局势带来实质性改
变。

一方面， 以色列新政府在巴
以问题上的强硬路线恐将继续。
巴勒斯坦比尔宰特大学教授加
桑·哈提卜指出，在经历了长达4年
的政治动荡和频繁选举之后，以
色列新政府为防止极右翼势力退
出执政联盟导致政府垮台， 将继
续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路线，
升级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 对于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活动， 巴民族
权力机构的掌控能力也在减弱。
目前， 杰宁的部分地区被巴伊斯
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和伊斯兰
圣战组织 （杰哈德） 控制。 巴政
治分析人士 、 前政府官员萨米
尔·阿卜杜拉说， 布林肯此次向
巴领导层施压， 要求其为冲突降
温， 但巴领导层目前已很难控制
民众对以色列的反抗行动。

与此同时 ， 巴民众普遍认
为， 美国只会在巴以问题上拉偏
架， 搞双重标准， 对推动巴以问
题解决难有实质性作用。

美方最近先后派出国家安全
顾问沙利文、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
恩斯等高官访问巴以地区。 但分
析人士指出， 解决巴以问题并非
当下美国外交首要任务。 米尔施
泰因说， 美国的优先事项仍是其
内政以及乌克兰危机等。

埃及阿拉伯政治和战略研究
中心副主席穆赫塔尔·戈巴希说，
布林肯的目的是缓和巴以局势，
但除非美国政府真正向以方施
压， 否则此次访问不会给平息紧
张局势带来影响。 据新华社

布林肯中东“灭火”意图难实现
新华社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1日说， 土耳其对芬兰加入
北约持积极态度。

埃尔多安当天在议会发表讲
话说， 在加入北约问题上， 土耳
其对芬兰持积极态度， 而对瑞典
则不是。

埃尔多安1月29日曾表示，土
耳其可能在加入北约问题上区别
对待芬兰和瑞典 。土耳其外长
恰武什奥卢随后说， 他与芬兰方
面就入约问题进行了沟通。 芬兰
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但
瑞典却发生一些“挑衅性事件”。

瑞典近日发生反对土耳其的
示威活动。 土耳其照会瑞典驻土
耳其大使 ， 就示威活动提出抗
议， 并取消了瑞典国防大臣访问
土耳其的计划。

瑞典和芬兰2022年5月申请
加入北约 。 同年6月 ， 土耳其 、
瑞典、 芬兰签署备忘录， 确认土
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
约， 瑞典和芬兰将不支持库尔德
工人党、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人
民保护部队” 以及 “居伦运动”，
并同意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国防设
备的限制。

新华社电 伊朗议长卡利巴
夫2月1日致信伊朗总统莱希， 就
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 （上合组
织） 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工作通报
情况， 并将通过后的法案递交总
统签署。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
道， 卡利巴夫在信中通报了立法
阶段的相关情况。 伊朗成为上合
组织成员国的法案经总统签署后
将正式实施。

莱希此前已对伊朗加入上合
组织表示支持。 他在2022年8月
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

提问时说， 伊朗重视与上合组织
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这可以将
伊朗与亚洲的经济基础设施联系
起来， 对于伊朗在地区贸易和经
济中占有一席之地非常重要”。

2022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
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签署
了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
备忘录。 伊朗议会去年11月27日
高票通过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成员
国法案。 今年1月28日， 伊朗宪
法监护委员会发布消息说， 该委
员会已批准这一法案。

伊朗议会将加入上合组织法案递交总统签署

土耳其对芬兰加入北约持积极态度

新华社电 俄罗斯联邦国家
统计局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 俄
罗斯 2022年液化天然气产量约
为 3250万吨 ， 较 2021年增加约
8%。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说， 去年
液化天然气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
是相关工厂产能提高。 去年生产
的液化天然气中 ， 1150万吨由

“萨哈林2号” 油气项目的工厂生
产。

“萨哈林2号” 项目位于俄
罗斯远东萨哈林岛大陆架， 涉及
的石油储量约为1亿吨， 天然气
储量4000多亿立方米。

数据还显示， 俄罗斯2022年
天然气产量约6720亿立方米， 而
前年为7630亿立方米。

俄罗斯去年液化天然气产量增加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