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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学经济

日本磁悬浮投标丑闻升级

溢出效应

近日，美联储按下加息按钮，完成今年以来的第
三次加息，总体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意味着全
球货币收缩的趋势已经向纵深发展，而作为对美联储
加息的反应，中国央行仅进行了象征性操作。有媒体
称，这种现象表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溢出效应有限，
本次加息预期此前已被市场充分吸收，央行继续坚持
宏观去杠杆政策的态度，我国货币政策也仍将延续稳
健中性的基调。
【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
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
社会产生影响。简而言之，就是某项活动要有外部收
益，而且是活动的主体得不到收益。溢出效应分为知
识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
溢出效应强调事物一个方面的发展带动了该事
物其他方面的发展，在国与国之间偏重于一国总需求
与国民收入增加对别国的影响。应对溢出效应，主要
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以增强
吸收能力、建立有利竞争的制度环境等方式，降低溢
出效应产生的影响。

·观世界·

奥地利

库尔茨宣誓就任总理
奥地利人民党主席库尔茨18日正式宣誓就任奥
地利总理。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当天上午在总统府举行委
任仪式。库尔茨正式就任奥地利总理，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自由党领导人施特拉赫担任副总理。
在新内阁中，自由党执掌内政部、外交部以及国
防部等关键部门，涉及军队、警察及外交系统，引发外
界关注。18日，总统府附近聚集了一些反右翼的示威
人群，但没有发生冲突。
库尔茨和施特拉赫16日公布施政计划，就新政府
内政、外交等方面政策进行全面阐述。在备受关注的
安全和移民问题上，库尔茨承诺将增加警力，加强社
会安全，并打击非法移民。新政府同时承诺支持欧盟。
库尔茨领导的中右翼人民党在10月15日举行的
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31.6%选票，击败社会民
主党，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得票率为26%，
位列第三。随后库尔茨受命开展组阁谈判。12月15日，
人民党和自由党完成组阁谈判，就未来五年联合执政
达成协议。
津巴布韦

军方宣布结束上月开始的军事行动

以日本第三大钢铁产业联合体“神户制钢所”被曝出大规模造假为转折点，日本制
造接连曝出丑闻。在媒体不断深挖过程中，不到一个月时间日本已出现4起大规模造假
事件，这一次磁悬浮列车也被卷入其中。日本磁悬浮中央新干线工程承建商在项目招标
中涉嫌舞弊的重大丑闻，该项目2027年通车的目标很有可能因此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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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控告亚马逊实施霸王条款
据法国《欧洲时报》12月18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
国财政部机构日前向巴黎商业法庭递交诉状，指责美
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在法国实行霸王条款，要求传讯亚
马逊并施以1000万欧元罚金。
法国财政部下属消费、竞争、打击舞弊总局
（DGCCRF）的办公室主任洛伊克·唐吉指出，“我们对
法国所有的网上销售平台进行了两年的调查。我们认
为亚马逊公司对使用其平台出售产品的企业强加霸
王条款，双方之间商业关系明显不平衡，这种做法是
法国《商业法》所禁止的”。
报道称，亚马逊集团要求电商提供优质服务，并
为此设立了一系列的指数，包括顾客的意见、评分、送
货的期限等。
如果电商各项指数达标就能获得“优惠”；如果其
中一项表现糟糕，亚马逊就可能中断电商的业务。电
商们为了恢复自己的账户，不得不按亚马逊的要求，
提出详细的行动计划与承诺。
据悉，电商账户一旦被封锁后，核实账户经常需
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电商不再有报
酬，销售所得被扣留在亚马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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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总承包商”

18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与
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人员联合采
取搜查行动，突击搜查鹿岛及清水建
设的办公室，鹿岛和清水拒绝评论，但
表示会配合调查。两家公司及大成的
股价当日均下跌逾2%。
在此之前，日本媒体揭发日本磁
悬浮中央新干线项目的非法投标丑
闻，四大建筑商大林组、鹿岛建设、清
水建设及大成建设涉嫌串谋围标，垄
断及瓜分这个造价达9万亿日元项目
的建筑工程合约。
上述四家公司在日本建筑界被称
为“超级总承包商”，垄断大部分建筑
工程，它们被指透过合组公司，在最近
22项磁悬浮铁路工程中成功投得15
项，之后再自行瓜分，并每月会面一次
商讨工程进度。
中央新干线工程主要承建商为日
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JR东海），
另有多家大型知名承建商以及建筑公
司共同参与该大型工程。大林组中标
东京段等4个路段的工程后，将中标工
程分别交给了自己下属的企业。
据多个媒体批露，有人告发大林
组在招标过程中依靠舞弊行为中标。
大林组早前因涉嫌向其他承建商施
压，要求它们放弃竞投兴建名古屋站
一个紧急出口的合约，遭检察人员登
门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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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方于本月初强制搜查了大
林组位于东京港区的总部，并传召高
管进行调查。但日本铁道东海目前对
此事表示震惊，强调自己并不知情。
至此，日本四大建筑公司中已有
三家受到调查，另一家大成建设的发
言人表示，该公司并未受到调查。但据
媒体报道，该公司将是东京检方下一
步调查的目标。有分析称，铁路公司将
推出新的招标制度，恐阻延合约时间，
赶不及原定于2027年通车的目标。
中央新干线

中国
高铁

240
美国
阿西乐特快

日本磁悬浮铁道建设效率低下的
原因之一，是所经路线地形复杂。日本
是多山的岛国，磁悬浮要通过重重山
岭，就必须挖掘隧道。JR东海山梨工程
事务所所长有江喜一郎向媒体表示，
磁悬浮隧道施工的难度相当大，“隧道
里有各种各样的地层，我们常常只能
一边预测一边继续挖掘”。
隧道施工有时要在地表以下1400
米的深度进行，隧道承受着高耸的山
峰带来的强大压力，无法预测会从什
么地方突然涌出地下水。而处理地下
水也增加了施工难度。
拆迁难也在阻碍施工进展。在名
古屋车站，需要挖掘距地下大约一公
里的隧道作为磁悬浮列车站，占地面
积达到2.3万平方米。但在这块目标地
上，大楼、商铺林立，约有120多名土地
产权者。尽管JR东海给出优惠的条件，
但仍然有“地主”对让地费用不满意，
在土地收购的交涉方面，进展艰难。
天价土地收购让JR东海的施工资
金进一步紧张。目前磁悬浮列车的施
工费用已达5.5万亿日元，这笔施工费
用中有3万亿日元来自财政投资、融资
分配所得，另外2.5万亿日元由日本东
海旅客铁道公司自掏腰包。

中央新干线采用磁悬浮技术，是
日本正在建设中的一条连接东京、名
古屋和大阪的高速铁道线路。大体走
向与中央本线、关西本线相同，将连接
日本的首都圈、中京圈、京阪神三大都
市圈。该项目2014年开工，计划将东京
与大阪之间的通勤时间缩短为1小时，
工程总投资9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计划
2027年先行开通其中东京至名古屋间
的线路，之后再使线路全线贯通。
动摇日本制造
在投标舞弊丑闻之前，专家预测
2027年正式开通日本第一条磁悬浮线
在新干线丑闻之前，神户造假将
的目标很难实现，整个工程需要攻克 日本制造曝出的系列丑闻推向高潮。
诸多难关。
日本媒体形容神户事件为“动摇日本

制造的神户冲击”。加之早些时候多家
日企曝出的造假丑闻，“ 日本制造”的
国家品牌正在蒙上阴影。
从表面看，日本产品的质量问题
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长期供货商提
供的部件有缺陷、下属工厂或子公司
的材料数据造假、整车出厂质检执行
违规。问题主要出现在供应链和出厂
环节，并非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工艺
和生产流程等核心环节，因而不至于
影响日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但直接的负面影响却不言而喻：
部件设计或质量缺陷直接影响到产成
品质量，由此而导致的巨额赔偿和大
面积召回使企业收益和品牌遭受双重
重创；材料数据造假不仅降低产品质
量，蕴含巨大隐患，更动摇了外界对日
本产品的信心和“日本制造”的根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陈子雷表示，日本制造生产
管理漏洞，诸如篡改产品数据、生产日
期等现象一直存在。日本现代文化研
究所主任研究员吴保宁认为，下游企
业对上游企业的降低成本要求越来越
高，企业内部强调创利创收、忽视社会
责任，平衡两者关系需要利益调整。
日本产品在传统优势产业中竞争
力犹存。但随着生产全球化和工业智能
化带来的双重压力，日本制造也面临空
前的挑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刘军红认为，日本制造业的“堕落”
仅体现了全球化大潮下日本经济环境
巨变的冰山一角。在他看来，日本制造
业企业过去追求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逐
渐让位于资本收益率，成本竞争、收益
竞争成了日本企业的新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文 李烝/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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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优先”

津巴布韦国防军18日宣布，军方上月15日开始的
军事行动已达到目的并结束，目前军队和警察系统已
恢复正常工作。
津军方11月15日凌晨采取军事行动，全面控制
政府要害部门，并宣布行动的目的是揪出执政党内
的腐败分子并将其绳之以法。11月21日，时任总统罗
伯特·穆加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11月22日，前副总
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被执政党民盟推举为新任总
统。11月24日，姆南加古瓦在首都哈拉雷宣誓就职。
在津国防军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任国防
军司令菲利普·西班达表示，军事行动已取得成功，一
些党内“罪犯”被逮捕，而另一些人则逃离了津巴布
韦。他呼吁军方和警方保持团结，避免腐败，严格执
法，为津巴布韦的发展贡献力量。
津政府18日发表声明，宣布发动军事行动的康斯
坦丁·奇温加上将已退出现役，并被免去国防军司令
职务，将另有任用。
在民盟本月15日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姆南加
古瓦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内任命两名副总统。目前，
奇温加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担任副总统的人选之一。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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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在美国华盛顿，特朗普就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发表讲话。 新华社/图

观察

美国白宫18日公布总统特朗普任内首
份国家安全战略，重申“美国优先”，强调经
济发展攸关国家安全。这份68页的文件将
“保护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
维持和平”、“提升美国影响”列为国家安全
战略的“四大支柱”。
特朗普政府强调促进美国经济对于确
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将通过放松监
管、推进税改和发展基建等一系列手段，重
振美国经济。
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致力于加强国土
安全，将强化边境管控、收紧移民政策，通过
增强导弹防御体系等手段强化美国防御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此外，美国将继续寻
求在全球科研创新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并充
分利用自身拥有的能源优势。
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就朝鲜、
伊朗、“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
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提出警告。 据新华社

改革派副总统当选 南非经济复苏有望

胶着了5天的选举终于尘埃落定，
南非副总统以微弱差距险胜。当地时
间18日下午，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
大会（非国大）第54届全国代表大会选
举结果出炉，拉马福萨以2440比2261
的得票结果击败了南非现任总统的前
妻德拉米尼-祖玛。由于非国大自南非
23年前首次举行多种族民主大选以来
就一直是执政党，拉马福萨的胜出很
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将接替祖玛的位
置，担任2019年南非新总统。
拉马福萨获胜的消息一经发布，
南非兰特兑美元的涨幅超过4%，一度
涨至12.5525，有望创下两年来最大单
日涨幅纪录。这证明投资者对拉马福
萨的当选寄以很高的期待。
投资者的青睐源于拉马福萨支持
改革的立场。现年65岁的拉马福萨是
位资深的政治家，也是成功的商人，深

受南非商界欢迎。他在竞选时就对非
国大的政党形象开出了自己的“药
方”，主张打击腐败，建设清廉政府，并
倡导把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进行
教育和土地改革放在首要位置。
与此同时，拉马福萨还承诺将使
国内经济稳健回归至5%的增长率。要
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对多项政策
进行修改，修改的章程涵盖矿业部门、
社会发展部门等与国民经济休戚相关
的重要部门。
受拉马福萨胜出影响最大的或许
不是其竞争对手，而是祖玛。外界也普
遍猜测，拉马福萨的胜出会导致非国
大在数周内罢黜祖玛。此前祖玛在党
内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指控他受贿及
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祖玛通过对最
高决策机构实行铁腕控制保住权位的
做法也在党内积累了强烈不满。

但南非人对祖玛的不满不止于
此。他带领下的南非经济连连衰退，相
关领域专家预测，南非今年国内生产
总值增速仅为0.7%。评级机构也对南
非经济敲响了警钟，“标普”一度将南
非的“长期本币评级”下调至“垃圾线”。
同时，南非的失业率也创纪录地超过
了27%。
在这种情况下，拉马福萨的当选
被认为是南非经济改革的救命稻草。
但背负的希望有多大就意味着拉马福
萨面临的困难有多艰巨。振兴经济始
终是悬在拉马福萨头上的利剑。南非
经济以采矿业和制造业为主，虽然有
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想要摆脱对传
统矿业的依赖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此前南非劳动力市场动荡事件频发更
引发了南非采矿业投资者的不安，过
去十年，南非采矿业持续萎缩，业内失

业率一度达到25%。
贫富差距及种族间的收入差距也
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此前有数据显示，
在南非的5000万人口中，仍有50%的
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白种人的月
平均收入较黑种人月平均收入多出近
8倍。而今，南非人把赌注压在了拉马
福萨身上，赌他从根本上重振南非疲
软经济的可能性。
如何修复党内裂痕也是拉马福萨
绕不过去的坎儿。党内对祖玛的腐败
形成巨大分歧，虽然拉马福萨获得了
超过半数的选票，但他却只比对手多
179票。这不仅意味着站队拉马福萨的
人数没有形成绝对优势，还暗示了未
来执政联盟中的分歧。拉马福萨能否
颠覆非国大延续百年的派系斗争与腐
败问题还难下定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杨月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