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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财经速递

WTO总干事提前卸任：

□崔璞玉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

干事阿泽维多宣布，他将在今

年 8 月 31 日离职，比原定任

期提早一年。这个意外举动，

给面临全球经济衰退并急待

改革的 WTO 带来了更大压

力。

这位现年 62 岁的巴西前

外交官自 2013 年 9 月起开始

担任 WTO 总干事，第二个四

年任期原定于 2021 年 8 月末

结束。阿泽维多此前曾担任巴

西常驻 WTO 大使，是首位领

导该机构的拉丁美洲人。

他称辞职主要是出于家

庭原因，并表示希望 WTO 不

会因明年的领导人竞选而受

到干扰。

瑞士圣加仑大学国际贸

易教授西蒙·埃弗内特在接

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

示，阿泽维多的辞职发生在

一个极为不幸的时刻，因为

这将使 WTO 在正试图定义

其未来的关键时刻出现最高

层更迭。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

以来，全球贸易就因为各主要

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而明

显减少，而今，新冠肺炎疫情

正在给全球带来上世纪大萧

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WTO预计全球贸易或将减少

三分之一。

而在此之前，WTO 本身

就因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以

及电子商务的崛起而面临诸

多挑战。

这个总部位于瑞士日内

瓦的全球性贸易机构主要有

三大功能：帮助协商多边贸易

协议、解决跨境商业纠纷，并

担任成员国贸易政策的智囊

团。部分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持

续攻击，WTO 的前两大功能

已经基本被搁置。

由于此前特朗普政府一

直拒绝提名新法官，WTO 的

上诉机构自去年 12 月起就因

缺少足够的法官而陷入“瘫

痪”。上诉机构是 WTO 贸易

争端的终极裁决机构，又被称

作国际贸易的“最高法院”。

特朗普还屡次抱怨WTO

对美国不公，并威胁说如果不

改革就退出该组织。他还曾在

2016 年竞选总统时称，WTO

是美国签订的有史以来最糟

糕的贸易协议。

另有美国官员认为，WTO

已经偏离了其开放和保护市

场的宗旨，并谴责称中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导致了

数百万美国人失业。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特朗

普首席贸易顾问莱特希泽还

是称赞了阿泽维多的工作，称

尽管 WTO 存在许多不足，阿

泽维多还是优雅而稳定地领

导了这个机构，“他很难被替

代”。

莱特希泽表示，美国期待

在未来几个月中加入挑选新

总干事的工作。

通常，挑选WTO新领导

人的程序从现任总干事任期

满前 9个月开始。随着阿泽维

多的提前退出，如果全部 164

个成员一致同意，WTO 成员

可能会决定立即开始遴选程

序。

如果在 9月 1 日前依然未

能选出新总干事，那么WTO

四名副总干事之一将担任代

理总干事。这四人分别为：尼

日利亚的阿格，德国的卡尔·

布劳纳，美国的艾伦·沃尔夫

和中国的易小准。自 1995 年

WTO成立以来，尚无美国人

或中国人出任 WTO 总干事

一职。

莱特希泽透露称，下一届

总干事的遴选过程将从今年

12 月开始。据彭博社报道，至

少有两人曾宣布有意于这一职

位：埃及律师、WTO服务贸易

和投资部前主管 Abdelhamid

Mamdouh，以及来自尼日利亚

的WTO副总干事阿格。

不过，由于疫情期间

WTO禁止面对面会议，遴选

工作将主要在网上进行，这可

能加大这一工作的难度。

阿泽维多指出，WTO 未

来需重点考虑如何推动改革，

而第 12 届 WTO 部长级会议

将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里程碑。

由于新冠疫情，该会议不会按

原计划在 6 月 8 日至 11 日期

间举行。WTO作为由成员主

导的组织，部长级会议是其最

高的决策机构。

“我们明白，在全世界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时，WTO 不

能依然纹丝不动。确保 WTO

能够继续满足成员国的需求

和优先事项，是势在必行之

举，”阿泽维多说道。

不过他也维护该机构称，

“WTO或许不完美，但它必不

可少。它让我们远离丛林法则

盛行的世界，至少在贸易方面

是如此。”

（选载自《界面财经》）

厦航携手宁德打造

“厦航农庄”品牌
5 月 14 日，厦门航空与宁德市人民

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全面

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宽深化双方在

产业帮扶、旅游产业、品牌推广及人力资

源等领域的合作。

签约仪式上，各方为“厦航慈善书

屋”揭幕，正式启动教育精准扶贫公益行

动。随后，厦航白鹭志愿者向宁德希望小

学的师生代表进行了赠书。根据计划，

未来 5 年，厦航将为 15 所宁德地区相

关学校捐助建立“厦航慈善书屋”，同

时结合“厦航天际悦读”产品，不定期

开展空地阅读系列活动。同时，厦航将

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宁德的希望小

学，宁德市也将组织师生走进厦航与

飞机零距离接触。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中，还有一项重

要的内容。厦航将与宁德各县市开展

深度合作，围绕特色产业，打造“厦航

农庄”品牌。签约仪式上，寿宁高山茶

绿色基地作为“厦航农庄”首个项目正

式亮相。

厦门外贸进出口
逆势增长
近日，厦门海关发布数据，今年 1-4

月，在全国、全省进出口均同比下降的大

环境下，厦门市外贸进出口 1953.7 亿

元，实现 3.1%的增长。4月当月，厦门市

外贸进出口 511.3 亿元，增长 1.6%。

进口方面自 2月份以来持续高速增

长，4 月进口增速达 13%，大幅高于全国

和全省，增速在计划单列市中居第二。进

口铁矿砂和煤炭持续增长是拉动厦门

市进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 4 月份

铁矿砂进口量增加 1 倍，煤炭进口量

增加 61.5%。

出口方面在 3月份短暂增长后重回

下降区间，当月下降 7.1%。机电产品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均低于全

国，其中 4月份出口机电产品下降 2.6%，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17.3%。

厦门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大力

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破

解内销难题，开拓内销渠道，提升内销能

力，为企业提供多样化选择。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免费开放
5 月 13 日，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

馆恢复开放，是鼓浪屿上首个开放的

旅游室内场馆。目前，场馆对市民游客

免费开放，而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门票

仅限线上预约，并严格限制每日预约

人数。

当天也是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开

馆 3周年纪念日。工作人员介绍，场馆在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时恢复开放，并没

有开展特别的纪念活动，工作重心是疫

情防控。

市民、游客进入场馆前需出示健康

码、预约码和身份证，并配合工作人员做

好体温测量，在场馆内需全程佩戴好口

罩，保持间距。目前场馆实行严格的限流

举措，瞬时承载量为 50 人，单日最大承

载量为 400 人。场馆暂停团队接待，暂停

现场购票，散客可提前 2 日(含当天)，通

过“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微信公众

号、购票小程序等线上平台进行实名制

预约。

凝心聚力：

□应洁

“签约进展如何？哪些困难需要区里协调解决？”———5月 12 日上午，集美区主要领导“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攻坚年”主题调

研第一站来到灌口镇浦林村浦边社、潮瑶社整村征收项目。在征拆指挥部，大伙儿“直奔主题”，一线指挥协调、一线解决推动、一

线督查督办。

抓征拆：

现场协调解难题
据悉，灌口浦林村浦边

社、潮瑶社位于马銮湾新城范

围内，是今后新城的中心区。

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浦边

社、潮瑶社在今年 3月 23 日启

动整村征收，共涉及房屋 540

栋 746 户，总面积约 20 万平方

米。

“指挥部连续攻坚，不少

征拆干部昨晚还在进村入

户。”灌口镇负责人介绍，至 5

月 11 日晚已签约了 96 栋、119

户，已预约登记 227 户，确保 6

月底完成整村征收任务。

在项目征拆指挥部大厅，

为浦边社、潮瑶社等被征收村

庄打造的安置房“銮井花园”

已在 5月 10 日开放选房。“安

置房就在马銮湾新城，交通方

便，推窗就是湾景，品质没得

说。”负责人介绍说，銮井花园

共有 51 栋、近 3000 套房源。这

两天，许多村民来到指挥部选

房。看到未来的家这么好，村

民签约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

动起来。

今年，灌口镇征拆任务

重、项目多，光是整村征收项

目就有三社村东蔡社、西蔡

社，浦林村潮瑶社、浦边社等

好几个。灌口镇设立多个项目

工作组，集中力量、科学施策、

创新整村征收工作思路，在 4

月初完成了三社村东西蔡整

村征收项目产权房屋 100%签

约，打响了 2020 年灌口镇整村

征收“头炮”。

促招商：

招大引强，

让“龙头”带动“龙身”

一手抓项目，一手抓招商。

今年，灌口镇在厦门市招商引

资项目管理平台中的在库项目

共有18个，目前已落地 13个，

但大多规模较小。“灌口是集美

区的重镇，土地面积、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均占全区 1/4，而且是

少有的坐拥集美新城、马銮湾

新城两大新城的镇街，空间大、

载体多，未来大有可为，招商潜

力巨大。”集美区委书记何东宁

要求，灌口镇要依托两大新城

以及软三、机械集中区等资源

载体，进一步找准定位、抓住机

遇，招大商、招好商，提升产业能

级。同时，要创新“以商招商”方

式，发挥厦钨、橙联、德邦物流等

龙头项目作用，以龙头带龙身，

让整条产业链“舞动”起来。

“招商引资工作是今年的

重中之重，绝不能放松，相关

党政领导分工要再优化，既要

引入专业招商机构，也要壮大

镇街的招商队伍，做到自己

‘心里有数’。”何东宁说。围绕

“攻坚年”各项任务目标，集美

区将按月开展晒进度、晒速度

活动，进一步激励各镇街、各

部门“见贤思齐”。

提士气：

勇于造势，

凭实绩任用干部
当前，集美各镇街拉开了

新一轮“比学赶超”的大幕，此

次调研第一站就来到灌口，不

仅提振了灌口各级党员干部

的“精气神”，也促使大家进一

步“上紧发条”、找准状态。接

下来，集美区主要领导将走进

其余 5 个镇街，把这种靠前作

战、齐心攻坚的势头传导到各

镇街。

“当前全市上下都在抓招

商、抓项目，‘岛内大提升、岛

外大发展’的冲锋号已经吹

响，我们一定要借势造势，勇

于突破难点，做好重点项目的

用地保障，尽快突破征拆中存

在的疑难杂症，为两大新城建

设开疆拓土。”何东宁要求，党

员干部要紧紧抓住机遇，不负

使命地为地方谋发展，各方面

不能只要求“低水平过关”，一

定要有担当精神、争当排头

兵。在招商引资方面，灌口有

厚实产业基础又有两大新城，

接下来要进一步盘清家底、凝

聚合力，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力度。

以实绩论英雄、凭实绩

用干部、按实绩定奖惩。集美

区表示，今年将着重在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等一线和艰

苦岗位考察任用干部，旗帜

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者担当、

为敢于负责者负责，进一步

凝聚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的

强大正能量。

（选载自《厦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