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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在柬埔寨金边郊外，救援人员使用冲锋舟转移受困人群。
柬埔寨全国灾难委员会17日统计，近日强降雨带来的洪灾已造成20人丧
生，超过2.6万人被撤离。 新华社发

柬埔寨遭受洪灾10月17日晚间，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警察盘查宵禁后出行的市民。为遏制新冠疫情，法国从17日起
在法兰西岛大区（大巴黎地区）和其他8个大城市实施宵禁。除巴黎外，里尔、里昂、图卢兹等城市也将受到
这一措施影响。违反宵禁规定者将被处以135欧元罚款。 新华社发

法国在部分地区实施宵禁

据新华社巴格达10月17日电
（记者张淼）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库区）两大执政党之一的库尔德斯

坦民主党（库民党）位于伊首都巴格
达的总部 17 日遭示威者闯入并纵
火。库区领导人当天发表声明予以

强烈谴责。
据报道，库民党政治局委员、伊

拉克前外长霍希亚尔·兹巴里日前
要求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
织”撤出巴格达“绿区”。这一言论
引发不满，示威者 17 日闯入位于巴
格达卡拉达区的库民党总部，毁坏
部分设施并纵火。

伊拉克内政部一名官员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事发后当地
民防和消防部门及时将大火扑灭，
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库区主席内奇尔万·巴尔扎尼
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纵火事件，
认为它损害了社会与政治和平，破
坏了各政治团体和平共处。

库区总理马斯罗尔·巴尔扎尼
发表声明，要求伊拉克总理穆斯塔
法·卡迪米立即下令对事件展开调
查，将破坏分子绳之以法。“人民动
员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反对一切
形式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在敏感形
势下每个人都要维护国家威望、社
会和平，并对安全人员予以尊重。

伊拉克库民党巴格达总部遭示威者纵火

10月17日，示威者在位于伊拉克巴格达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库民党）
总部外聚集。 新华社发

新华社河内10月18日电 据越
通社报道，当地时间 18 日凌晨，越南
中部广治省向华县山区一个军队驻地
发生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事故，导致
22名军人被埋。截至目前已找到3具
遗体。

消息说，救援人员当天上午已打
通前往事故现场的道路，正在搜救其
余19名失踪者。

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央指导委员
会18日发布消息说，6日以来，暴雨及
相关灾害已导致越南中部和西原地区
60余人死亡，台风“浪卡”导致越南北
部2人死亡。

越南中部连降暴雨
22名军人被埋

10月17日，在玻利维亚拉巴斯，军警在街头值勤。玻利维亚即将于
10月18日举行大选。本次玻利维亚大选最初定于今年5月3日举行，但
因新冠疫情两次推迟。 新华社发

玻利维亚即将举行大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
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日前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得益于出口表现
强劲及政府投资的刺激作用，IMF 将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上调至 1.9%，中
国经济正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复苏有溢
出效应。

IMF 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
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 5.8%，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 3.3%。中
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预计全年增长1.9%，较6月预测上
调0.9个百分点。

戈皮 纳 特 告 诉 记 者 ，IMF 上 调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出口表现好于预期，以及公共投资
带来刺激效应。全球医疗设备、在

家办公设备需求高企，带动中国出
口表现强劲。同时，中国政府对基
础 设 施 等 领 域 的 投 资 力 度 也 高 于
预期。

戈皮纳特指出，在中国经济复苏
过程中，公共投资正在增长，私人投资
也在恢复，但消费领域复苏相对缓
慢。她建议，中国将财政政策重心从
公共投资转移到为家庭收入提供支
持、强化社会保障网络上来，让复苏从
公共支出驱动，转向更依赖私人需求
驱动。

谈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复苏中的作
用，戈皮纳特表示，作为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正增长对全球复苏有溢出效
应，对周边国家及中国的贸易伙伴尤
其有益。

戈皮纳特说，全球经济二季度状

况好于预期，三季度也显示出强劲复
苏迹象。然而，由于世界多地疫情仍
未得到有力控制，这将拖累下一步复
苏，需要频繁接触的服务业尤其难以
完全恢复。

戈皮纳特认为，全球经济面临
漫长、不均衡且高度不确定的艰难
爬坡之路，病毒卷土重来、贸易和
投资限制增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
定性上升，都可能给全球复苏带来
下行风险。她说，她非常担心疫情
再次暴发，如果第二波疫情导致更
广泛的封锁措施，将带来很大下行
风险。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今年
全球贸易额将萎缩 10.4%，明年将增
长 8.3%，实现部分复苏。戈皮纳特认
为目前全球贸易不景气与全球需求疲

软的现状相符。她认为，未来贸易争
端仍将构成下行风险。她呼吁各国谨
慎决策，不要转向保护主义，同时改革
国际贸易体系，实现世界贸易组织的
现代化。

戈皮纳特还说，中国之外的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2021年人
均收入增长预计将低于发达经济体，
这意味着疫情将导致这两个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她告诉记
者，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国际
支持，需要更多优惠融资、援助、赠款
和债务减免。

戈皮纳特认为，各国的当务之急
是找到控制疫情、结束健康危机的办
法，而在这一点上，国际合作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电

中国经济正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
产生溢出效应

——访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

据新华社斯里巴加湾市10月18
日电（记者薛飞） 文莱首相府部长兼
财政与经济部第二部长刘光明日前表
示，文莱将继续吸引中国投资推动经
济多元化发展。

刘光明在文莱中资企业协会 17
日举办的中资企业论坛上表示，文莱
是产油国，经济体量较小，受国际油价
波动影响较大。文莱近年来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中企推动了文莱经济多元
化发展，对冲了油价低迷对经济的负
面影响。在外国投资带动下，文莱实
现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三年经济正
增长。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今年
前 两 个 季 度 文 莱 经 济 仍 分 别 增 长
2.4%和2.8%。

文莱将继续
吸引中国投资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10月17日电
（记者沈忠浩） 以“创新、转型、跨
越”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德汽车大会
第二场会议日前以视频方式举行。
围绕新冠疫情下的中德汽车产业合
作、商用车智能化、氢能源汽车发展
等话题，中德两国汽车专家进行广
泛深入交流。

今年以来，行业转型阵痛加上新
冠疫情冲击，全球汽车产业遭遇严峻
挑战。对以汽车为最大支柱产业、以
出口为导向的德国来说，中国市场快
速复苏显得至关重要。例如，今年前
9个月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全球销
量同比减少10.2%，其中欧洲和美国
市场销量分别下滑 20.9%和 12.2%，

而中国市场销量逆势增长8.3%。
中国驻德使馆经商处公使王卫

东在会上表示，在新冠疫情下，中国
成为德国车企唯一增长的海外市
场，反映出开放、多元合作对抵御全
球风险的重要性。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汽车研究
中心主任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指
出，疫情导致全球汽车市场萎缩，企
业销售额骤减。“随着疫情得到控
制，必须加大各国间合作力度，才能
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并在疫情后
实现快速发展。”

杜登赫费尔说，德中汽车产业
互补性强。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德
国车企需要中国的合作伙伴。“特别

是在5G领域，德国需要与华为这样
全球领先的供应商加强合作。”

他还表示，全球车企普遍面临
减少碳排放的要求，而中国新能源
汽车发展全球领先。中国承诺努力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潜能有望进一步释
放，德国车企应抓住机遇扩大与中
国企业的合作。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商用车工
厂运营负责人英戈·埃蒂舍尔表示，
加强全球合作始终是奔驰商用车发
展的关键。在实现未来交通零排放
和低碳、柔性生产等领域的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方面，“促进德中合作一
直是我们的工作重心”。

疫情下中德汽车业加强交流促转型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 10月 18
日电（记者李铭） 亚美尼亚和阿
塞拜疆新达成的在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纳卡）地区实施人道主义
停火协议 18 日生效后，双方继续
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发动攻
击，并否认了对己方破坏停火的指
控。

阿塞拜疆国防部18日发表声
明说，当天中午亚方一架苏-25战
机在“试图空袭贾布拉伊尔地区的
阿军时”被击落。亚方军队在停火
协议生效后还进攻了阿境内的戈
达贝尔等地区。

亚美尼亚外交部18日发表声
明，指责阿军当天在纳卡地区南部
发动进攻，导致人员伤亡。声明
说，当天阿塞拜疆方面拒绝了在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停下，双方从
战场撤出负伤士兵的建议。

亚美尼亚通讯社当天还援引
纳卡军事部门的消息称，自本轮冲
突爆发以来，纳卡方面军人死亡人
数已达673人。亚阿两国9月27日
在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双方
均指责对方违反此前的停火协议，
率先发动军事进攻。连日来，冲突
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

纳卡地区新停火协议生效
双方互指对方破坏停火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电
（记者高攀 许缘） 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两位高级官员日前呼吁美
国加强金融监管，以防范长期低利
率政策带来的过度冒险行为和资
产泡沫风险。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罗
森格伦在英国《金融时报》17日刊
登的采访文章中说，美联储在执行
长期低利率政策的同时，必须有强
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限制过度冒险

行为，否则低利率政策将适得其
反。他指出，目前美联储缺乏足够
的政策工具阻止企业和家庭过度加
杠杆，应重新思考金融稳定问题。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行长卡什卡里也对《金融时报》表
示，需要更严格的金融监管来避免
美联储反复救市。他呼吁对大型
银行执行更高的资本金要求，认为
在市场动荡时期整个金融体系需
要从根本上变得更有韧性。

美联储官员呼吁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资产泡沫

据新华社阿比让10月18日电
（记者郑扬子） 几内亚 18 日举行
总统选举，包括现任总统孔戴在内
共有12名候选人参选。

几内亚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
间 18 日 7 时 30 分启动，定于当天
18时结束。根据几内亚全国独立
选举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本次选举
注册选民超过500万，共设投票站
约1.5万个。

本次选举中，孔戴代表执政党
几内亚人民联盟参选，主要竞争对
手为前总理、几内亚民主力量联盟
主席塞卢·达莱因·迪亚洛。几内
亚舆论普遍认为，孔戴支持者众
多，获胜连任的可能性较大。

出于防控疫情考虑，几内亚卫
生部门在各投票站均准备了酒精
洗手液等清洁用品，选民也需戴口
罩进站投票。

几内亚举行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18日电
（记者蒋超） 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
特-伯尔蒂斯坦地区官员 18 日说，当
地的斯卡都地区当天凌晨发生山体滑
坡，导致一辆客车被掩埋，车上 16 名
乘客全部遇难。

斯卡都地区副专员阿纳斯·伊克
巴尔告诉记者，该客车原计划由东部
旁遮普省拉瓦尔品第开往斯卡都，在
凌晨遭遇山体滑坡被掩埋，乘客均为
返乡的当地居民，遗体均已被找到。

伊克巴尔说，事发地位于偏远地
区，现场道路交通清障工作正在紧张
进行中。

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地区深处
内陆高原，多崇山峻岭，山体滑坡灾害
时有发生。

巴基斯坦山体滑坡
致16名乘客遇难

据新华社喀土穆 10月 18 日电
（记者马意翀） 中国第16批赴苏丹达
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 18 日圆满完成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
派团（联非达团）法希尔超级营地防御
工事升级改造任务，此举有效提升了
营地应对突发安全风险的防卫能力。

因长期高温暴晒、雨水冲刷，联非
达团法希尔超级营地周边防御设施损
毁严重。为保障营地内人员和物资安
全，联非达团安全部门对营地安全防
卫设施进行评估，并商请联非达团工
程处，由中国维和工兵分队承担营地
防御工事升级改造任务。

中国维和工兵分队
完成联非达团营地
防御工事升级改造

以色列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
18 日上午从以色列特拉维夫出
发，搭乘以色列航空公司航班直飞
巴林首都麦纳麦。美国财政部说，
那是“从以色列到巴林的首个直飞
商业航班”。

一名以色列官员在麦纳麦确
认，以色列和巴林官员 18 日将签
署联合公报，宣告两国正式建立全
面外交关系。

以色列代表团由以色列国家
安全顾问梅厄·本-沙巴特带队，
美国代表团由美国财政部长史蒂
文·姆努钦率领。路透社报道，两

个代表团搭乘以色列航空公司
973 次航班，从特拉维夫出发，飞
越沙特阿拉伯领空，降落在麦纳
麦。973是巴林的国际电话区号。

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巴林 9 月 15 日在美国白宫签署关
系正常化协议。

一名以色列代表团官员在麦
纳麦告诉媒体记者，以色列代表团
与巴林官员定于18日晚签署联合
公报，以“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一
旦签署，两国将可以在对方国家开
设使馆。

据新华社特稿

以色列商业航班首次直飞巴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