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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续向好经济态势令世界瞩目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家统计局
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1至4月，
中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0%；
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
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6.1%。就在一天前，
全球著名
指数编制公司明晟公司宣布将26只中国A
股纳入明晟中国指数。尽管面临诸多不确
定性，
今年以来，
实实在在的经济数据和实
例都表明中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企稳回暖，
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
“中国经济是卖空者的噩梦。”美国
《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刊文如此描述。文
章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 2019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从 6.2% 上 调 至
6.3%，上调幅度虽然不大，却显示出中国
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文章说，外
部贸易环境恶化没能迫使中国经济硬着

陆，从总体来看，
中国经济转型仍在继续。
外界清楚地看到，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
环境，
中国正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做好自己
的事，
中国经济定力十足。澳大利亚莫纳什
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爱丽丝·德扬说，
近期
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正在稳健发
展，
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既定方向。
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也在为经
济稳定发展保驾护航。面对“稳中有变、
变中有忧”的新形势，中国政府加强逆周
期调节，突出“六稳”导向。韩国现代研究
所研究员韩载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确保了经济积极
增长。他说，中国近来的经济数据超出预
期，政府出台的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使得中国经济抵御住了下行风险。
海外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

仅是对中国经济长久以来展现出的实力
有信心，也源于中国经济在应对下行压力
时表现出的强劲耐力与韧性，更在于看重
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经济内生动力激发出
的活力和巨大发展潜力。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
道，
过去几周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
中国这
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有许多潜力尚待开
发，
尤其是互联网、汽车、医疗、教育和旅游
等领域呈现出更广阔的增长前景。
由于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国际金融机
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瑞士
信贷银行分析师表示，中国农村地区正在
创造渐进式增长机会。摩根士丹利在其报
告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教育消费需求最
高的国家之一，
预计到 2028 年中国教育市
场规模将翻一番，
达到 10 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加速经济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转变，正在为促
进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澳大利亚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詹
姆斯·劳伦斯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
良好，随着中国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过渡，
零售业的蓬勃发展表现尤为突出。
美国贝莱德投资集团全球首席投资策
略师理查德·特尼尔说：
“我们越来越相信，
中国经济表现今年第二季度将更好，目前
已经可以在服务业中看到这种向好势头。
”
经历风雨，
方见彩虹。中国经济大船风雨
不改，
破浪前行，
这样的中国经济未来可期。
德国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福尔克马尔·登纳也
说，
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工业企业，
博世对中国
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中国经济正
向更可持续、
更注重创新的高质量方向发展”
。

中企承建项目助力巴哈马基础设施发展
透过中国建筑美国南美公司销售经理
唐娜办公室的玻璃窗，
可以看到一座依傍着
大海、造型优美的大型建筑已初见规模，
旁
边一幢8层的公寓楼也几近完工，
不远处便
是邮轮码头。这是中建美国公司在加勒比
国家巴哈马首都拿骚市中心打造的新地标
项目——一个顶级滨海生活娱乐综合体。
该项目是拿骚市中心振兴计划的引
领工程，也是中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在
巴哈马重点投资的项目。从开发、拿地到
设计、建造、销售，以及未来的营运，均由
中建美国南美公司完成。
“亲眼见证着这个项目拔地而起，
着实令
人兴奋。我们的城市重新焕发了生机。
”
唐娜
是巴哈马人，
小时候听祖母描述过拿骚市中
心曾经的繁华，
“后来许多人为了改善居住条
件，
渐渐搬离中心区，
面向当地人的商店也跟
着搬走了，
市中心少了昔日的喧嚣。
”
记者傍晚时分来到拿骚市中心，发现
商店已陆续关门。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商
店都是面向邮轮游客的。从美国佛罗里达
到加勒比地区的邮轮游客，是这里最重要
的客源，
邮轮一离开，
商店便早早打烊了。
拿骚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重振市中
心商业活力，但进展缓慢，直到 2015 年中
建美国公司开始在市中心区域收购酒店
及周边地块，当地民众才开始看到变化。
当地媒体将新地标项目称为首都中心区
发展的
“催化剂”
。
目前已建成的新地标项目一期包括
办公空间、停车大楼和娱乐中心。停车大

楼大约有 800 个车位，极大缓解了市中心
的停车难问题，有效释放了周边地块的商
业发展潜力。娱乐中心能接待约 500 名
顾客，用于观看电影、打保龄球、体验虚拟
现实设备等娱乐活动。
建设中的项目二期，
包括品牌度假村和
海景公寓。
“我们力图打造一个海滨社区综合
体。
”
中建美国南美公司副总裁刘麒告诉记
者，
“目前很多度假村都在努力提供尽可能私
密的顾客体验，
而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开放的
社区，
项目建造的水上乐园、
娱乐中心和餐饮
设施不仅针对国际游客，
也面向当地居民。
”
项目眼下尚未建成，但商业效应已初
步显现。
“ 周围的店面全部租出去了。巴
哈马政府还发布了邮轮码头的扩建计划，
未来邮轮码头将和新地标片区连为一
体。新地标为岸上活动提供了更多选
项。
”中建美国南美公司副总裁伯克斯说。
从拿骚机场出来，开车要不了多久，
就能看见一座橙色屋顶的大型建筑，这是
由中建美国南美公司承建的巴哈马大型
海岛度假村巴哈·玛。项目总投资额 42 亿
美元，于 2018 年建成开业。该项目是西
半球规模最大的度假村开发项目之一，也
是中企在海外承建的最大单体房建项目。
“度假村的生意非常好，
旺季入住率能达
到90%以上。
”
曾担任巴哈·玛项目区域经理
的商海伦一边领着记者参观，
一边介绍说，
“巴哈·玛占地453万平方米，
建有4座塔楼，
由3家高端酒店入驻，
共有2200间客房。
”
巴哈马被誉为“加勒比海明珠”，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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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渡建材招有证叉车司机数名 13905021252
西三环永丰风机厂聘电焊喷漆工13509379532
连江城关茶叶店聘店长、
茶艺师1365500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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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工人在新地标项目施工现场工作
于高速增长的旅游业为该国约一半人口
提供了工作机会，贡献了 60%多的 GDP。
据统计，
2018 年通过航空和海运前往巴哈
马的游客数量达到创纪录的 660 万人次。
在巴哈马旅游部长达圭勒看来，除了市场
营销推广等因素，巴哈·玛的全面开业是
推动到访游客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这座度假村得以建成，中建美国公司
发挥了关键作用。
“业主自身的融资能力和
财务状况不足以运行这一庞大的项目。
”
桑
兹告诉记者，
“中建凭着良好的信誉，帮助

87811771
87270056

晋安区
沿 街 餐 饮 旺 铺 转 让 13799331300 伍
五四北新奇特旁标准厂房三层共
4000m2 低租，地铁口，有电梯、有变压
器、
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15606023000高

店面出售

螺洲派出所对面校区 380m2办公低租 13799921608
福峡路南站三江口桥旁660m2厂租15960188820
潘墩路8000m24S展厅办公低租可割17305001666
义序机电园1800m2一层14米高仓库租13509399623
万达旁 97m2 省市异地医保药店转 18859115758

福州旁洋中厂房8000m 亏本卖1200万元15959109056魏

台江区

家电维修

富力中心A精装165m2办公出租18659173300

家电卫浴、马桶、洁具，水电清洗与维修18695612996

福州100万元以内店面售，
租金稳定15806093282翁

厂房出售
2

业主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达成 20 多亿美元
的贷款协议。这是融投资带动总承包经营
模式的成功应用。这也为中企未来在加勒
比地区的投资建设提供了借鉴经验。
”
中国驻巴哈马大使馆经商处负责人
樊金科对记者表示，中国与巴哈马两国经
济互补性强，在旅游、清洁能源、渔业等领
域合作潜力巨大。当前巴方急需改善升
级基础设施，而中方在这一领域拥有技术
和经验，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
中巴合作前景广阔。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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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本版分类广告各栏目推
出优惠刊登套餐，
只要一个来电，
轻松办理，
多刊多送，欢迎来电咨询！
办理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121 号华福大厦写字楼六楼

闽侯县

电器回收

闽侯荆溪大道 2000m2 高标仓库
出租 17605085599

高价回收空调等一切电器13860606786

老年公寓

供应泳池消毒除藻等药剂并维修 15806064124

平民养老“ 郭 宅 寿 怡 轩 老 年 公 寓 ”

87440857、
13905027070，
家庭式服务。
接收自理、
护理、
康复老年人，
友情价。我的尽心，
你的孝心

沙盘模型

泳池清洗
旅游美食
永泰景点邀赢利农家乐投资承办13799959236

代理记账
惠 报 税 — 代 记 账 13509397123

壁纸批发

福州川海公司涉及制作地产销售沙盘、
政府规划模型，地形地貌沙盘模型工业
模型等。另诚聘业务员 17850008886 俪 都 壁 纸 1 支 也 批 发 18065152778 叶 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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