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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银行业转型整合困难多
新华社法兰克福 9 月 4 日电 面对经
济增长放缓以及持续的低利率环境，为
盈利苦苦挣扎的德国银行业效率低下、
技术落后等问题日益突出。在 4 日举行
的德国《商报》2019 年银行业峰会上，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德国银行业转型整合困
难重重。

不堪利率重“负”
2014 年 6 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隔夜
存款利率调降为负，意味着商业银行将钱
存进欧洲央行就会面临罚息。如今，负利
率在欧元区已持续 5 年多，由欧洲央行超
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低利率环境持续打
压德国银行业盈利水平。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
泽温在峰会上说，负利率今年给德银造成
的损失预计高达数亿欧元，过去 4 年累计
损失超过 20 亿欧元。
针对欧洲央行可能在 9 月货币政策
会议上进一步降息，德国银行业反对声
四起。
泽温认为，欧洲央行已经“放水”到了

极限，几乎没有更多手段来有效防范真正
的经济危机。
德国合作银行联合会近日呼吁欧洲
央行 9 月不要扩大宽松，认为其刺激经济
的边际效益递减，
而副作用越来越大。

转型进展缓慢
在德国商业银行首席执行官马丁·齐
尔克看来，过去 20 年，许多欧盟国家的银
行业进行了现代化改革，德国却没有，
“效
率低下是德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年前，作为德国蓝筹股指数 DAX
创始成员的德国商业银行被“降级”，取而
代之的是 1999 年成立的一家电子支付服
务商。这反映了在数字化浪潮下，尤其面
对金融科技企业的挑战，德国传统银行不
进则退。
目前，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等
都在进行战略转型，数字化、业务“瘦身”
、
减员增效是共同的转型方向。
齐尔克表示，德国银行业数字化变革
的“速度”是一个问题，例如手机银行客户
端下载量增长缓慢。

泽温认为，经济下行只是短期挑战，
欧洲银行业面临的长期挑战在于全球科
技力量格局的变化，
“ 如果不利用数字化
带来的机遇，
欧洲（银行业）就可能失势”
。

整合困难重重
上一轮金融危机后，德国乃至整个欧
洲银行业走上了整合重组之路，欧盟也提
出了建设银行业联盟的路线图。然而，由
于市场和监管分散等原因，整合之路迄今
仍困难重重。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塞尔焦·埃尔莫
蒂指出，近几年欧洲银行业整合有所停
滞，因为欧洲市场仍然高度分散。他同时
强调，
“欧洲银行业整合不可避免，只是时
间问题”
。
泽温指出，整合需要勇气，况且整合
的一些前提条件尚不具备，比如各国破产
法不一，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
。
高盛首席财务官斯蒂芬·舍尔认为，
建立银行业联盟对提升欧洲银行业盈利
能力非常重要，但尚需处理各国市场和监
管方面的问题。

欧洲（葡萄牙）中医药文化体验中心挂牌

联合国报告呼吁：

缩小全球数字鸿沟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4 日电 联合国贸易
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4 日发布《2019 年数
字经济报告》，呼吁全球共同努力，缩小数
字鸿沟，
让更多人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报告说，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在过
去 20 多年里迅速增加，数字技术的快速发
展与传播正在改变经济和社会活动，并创
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在数字经济创造
新机遇的同时，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让广
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远远
落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中说：
“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国家尚未联入互联网
或是只有有限的机会接入互联网，我们必
须努力消除数字鸿沟。要建设惠及所有人
的数字经济，
包容性至关重要。
”
报告认为，各国政府应通过调整现有
政策法规或制定新的政策法规，在引导数
字经济发展方向上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
时，只有通过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参与的
地区或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数字经济
在竞争、税收、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贸
易和就业等领域带来的政策挑战。

全球乳制品交易
价格指数继续下跌

9 月 4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
葡萄牙国会议员、卫生委员会主
席罗萨（左二）等在欧洲（葡萄牙）
中医药文化体验中心了解中药制
品。
欧洲（葡萄牙）中医药文化体
验中心 4 日在里斯本正式揭牌。
据新华社

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开幕
聚焦包容性发展
新华社开普敦 9 月 4 日电 世界经济
战，非洲国家应因势利导，充分利用非洲
论坛非洲峰会 4 日在南非开普敦国际会
有利条件，实现包容性发展。
议中心开幕，与会代表呼吁非洲国家抓住
拉马福萨说，为推动工业化进程，南
机遇，实现包容性发展，
创造共享未来。
非正在调整其产业策略，将发展重点转移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将围绕如何利
至可再生能源和油气等领域。他表示，南
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包容性发展、加强
非政府将简化投资手续，为投资者提供
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加 “一站式”服务，争取早日使南非进入全球
速非洲贸易一体化、鼓励技术创新、推广
经商最便利的 50 个国家之列。
新技术应用等话题展开讨论。
在本次会议上，阿里巴巴参与的“非
据会议主办方透露，论坛将在南非启
洲成长平台”也正式启动，该平台旨在帮
动第一个非洲第四次工业革命联盟中心， 助非洲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参与全球市场。
通过建立智能机构、吸引投资、实现产业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非
整合和构建创新区域架构来推动可持续
洲事务负责人埃尔西·坎扎在记者会上
发展，为共同繁荣开辟道路。
说，非洲企业家是非洲最宝贵的财富，但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出席了当天举行
如果没有政策和资金支持，他们单凭自
的经商便利讨论会。他表示，第四次工业
己的力量很难取得成功。
“非洲成长平
革命为非洲国家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挑
台”的重点正是向非洲中小企业提供资

金和技术支持。
据阿里巴巴副总裁黄明威介绍，阿里
巴巴通过提供数字经济培训、成立非洲青
年创业基金等方式支持和赋能非洲中小
企业及创业者。
阿里巴巴已经与卢旺达签约共建
eWTP 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卢旺达驻华大
使卡勇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 不只卢
旺达，整个非洲都能够从与阿里巴巴的电
商合作中受益。”
本次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的主题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包容性增长和共
享未来”
,来自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府官员、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以及商界
学界人士等 1000 余人将在 3 天的会议上，
为非洲今后的发展规划蓝图，建言献策，
制定未来一年的区域和行业计划。

新华社惠灵顿 9 月 4 日电 全球乳制品
贸易平台 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乳制品
交 易 价 格 指 数 下 跌 0.4% ，平 均 价 格 降 至
3202 美元。这是过去八次全球乳制品交易
中第七次下跌。
数据显示，具有指标意义的全脂奶粉
交易价格下跌。全脂奶粉价格是新西兰恒
天然等大型乳制品企业决定原奶收购价的
重要参考指标。全脂奶粉价格下跌 0.8%至
每吨 3076 美元。
有分析人士认为，新西兰稳定增长的
奶制品供应量是价格继续下跌的原因。
全球乳制品贸易平台由以恒天然为首
的国际乳制品卖家组成，一般每两周组织
一次乳制品拍卖，买家遍及全球 9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拍卖价格直接影响全球乳制品
定价。

伊朗宣布释放被扣
英国油轮部分船员
新华社德黑兰 9 月 4 日电 据伊朗新闻
电视台 4 日消息，伊朗当天宣布释放此前扣
押的英国油轮“史丹纳帝国”号上的 7 名船
员。
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
人穆萨维的话报道，伊方决定释放这几名
船员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
据报道，
“ 史丹纳帝国”号被扣押时共
有 23 名船员。此次是伊方首次宣布释放油
轮船员。
7 月初，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当局在
英国海军协助下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
“格蕾丝一号”，称其违反欧盟制裁令、向叙
利亚运送原油。伊方否认这一指责。7 月
19 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涉嫌违反国
际海事法规为由，扣押了
“史丹纳帝国”
号。
8 月 15 日，
“格蕾丝一号”获直布罗陀当
局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8 月 20 日援
引伊朗官方消息报道，
“ 史丹纳帝国”号涉
嫌违反国际海事法规一案相关司法程序正
在处理中，伊司法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做
出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