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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中国商会、
德国工商大会、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中
德经济界“中国日”活动日前在柏林举行。中国驻德
国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王卫东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中国经济潜力大、韧
性强、回旋余地大的特征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
转型将给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带来新机遇。中国企
业在德投资不仅确保了目标企业的就业岗位，增强
了企业的资金实力，也为其产品进入亚洲市场提供
了巨大的支持。

王卫东特别强调说，中国对德投资的总量还很
小，这与两国的经济体量和两国庞大的贸易规模极
不相称。与中国在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步伐
相比，中德贸易投资规模甚至有落后的趋势。2014
年，中国在德直接投资仅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0.8%，中国累计对德投资规模仅占中国对欧盟投资
的 10%左右。因此，中德投资仍大有可为。

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BDI）国际市场部主任弗
里多林·施特拉克指出，中德经济多年来充满活力，
但中国对德投资和德国对华投资呈现明显的“不对
称”现象，因而“中国企业买空德国”的论调根本站不
住脚。过去几年里，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问题清
单”已经大为缩短，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已经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

对德投资仅占对欧盟投资 10%

中国对德投资仍大有可为

欧洲央行可能再度放宽货币政策
严恒元

欧洲央行 1 月 21 日决定维持欧元区三

大主要利率不变，继续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

政策。欧洲央行此次之所以在货币政策上

按兵不动，主要原因是欧洲央行上个月刚刚

宣布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希望评估政策效果

之后再作决断。不过，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似乎表明，欧洲

央行再度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已是箭在

弦上，只是时间问题。

经济界人士预测，如果欧元区通货紧缩

风险进一步加大或欧元持续大幅贬值，欧洲

央行最早可能会在今年3月初举行的货币政

策会议上决定再度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措施。

欧元区通货紧缩风险不断加大，如今已

经成为欧洲央行的一大心病。为抑制欧元

区通货紧缩风险，欧洲央行在2015年先后两

次推出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包括降低

利率和购买资产。其中，仅购买资产计划一

项，就可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向市场提供约

1.5 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一年来的情况表

明，宽松政策已经初见成效：欧元区成员国

政府主权债券收益率下降，成员国之间的主

权债券收益率差异继续缩小，欧元区信贷紧

缩状况正在逐步缓解，企业融资环境逐步得

到改善。

然而，受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下跌、欧元

区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欧洲央行宽松货币

政策措施未能有效地推高通胀率。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欧元区去年12月的通胀率只有

0.2%，为欧洲央行政策目标的十分之一。德

拉吉在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年伊始，

经济下行风险再次上升，新兴市场经济体增

长前景、金融及商品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加

大。欧元区通胀率依然远低于2%的政策目

标，因此欧洲央行决定在3月初举行的货币

政策会议上再次审议并考虑是否改变现有

货币政策立场。德拉吉表示，欧元区利率在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维持在低水平，并

可能会进一步走低。

德拉吉称，石油价格近期下跌意味着欧

元区通胀率可能会远远低于去年12月初的预

测。欧洲央行内部经济预测报告去年12月预

测，欧元区通胀率在2016年会回升到1%，当

时假设国际油价为每桶52美元。然而，自今

年初以来，国际油价已经累计下跌25%。市

场人士普遍预期欧元区通胀率在今后几个月

内将在目前0.2%左右的区间徘徊，而不是朝

着欧洲央行2%的政策目标回升。随着油价

不断走低，欧元区通胀率上升至2%目标区间

的可能性正在变小。这必然会加大欧洲央行

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压力。德拉吉表示，

欧洲央行将会完全放开手脚采取各种可能的

政策工具，将欧元区通货膨胀率由目前的

0.2%提升到接近2%的政策目标。欧洲央行

有能力、意愿和决心采取这样的行动。

市场人士担心，不断加大的风险可能会

破坏欧洲央行促使欧元区通胀率回到接近

2%目标区间的努力。国际金融机构对欧洲

央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纷纷作出预测，

认为欧洲央行可能会进一步下调利率、扩大

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或延长资产购买计划

的期限。德国商业银行指出，欧洲央行最早

可能会在今年3月进一步采取宽松货币政策

措施。摩根大通认为，欧洲央行预计会在今

年 6 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降息 10 个基

点，同时将量化宽松计划再延长6个月。加

拿大皇家银行预计，欧洲央行将在6月下调

存款利率10至40个基点，并有可能提前在3

月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

“寒潮”来袭
何以“过冬”

连 俊
来自北极的寒潮上周席卷大半个北

半球，多个国家几乎同时开启“速冻”模

式，这让本就寒冷的冬季更加难挨。同样

令人“难挨”的，还有上周的一些数据和预

测，对全球经济风险的提示仍在继续。相

应的对策讨论也在紧锣密鼓地持续着。

1 月 19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明

两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 3.4%和 3.6%。

有关预测数据较 2015 年 10 月该组织发布

的预测数据分别下调 0.2 个百分点。继本

月初世界银行宣布将 2016 年全球经济增

速预期从此前的 3.3%调降至 2.9%之后，

IMF 也对今年全球增长下滑提出警告。报

告称，“通过需求支持措施和结构性改革提

高实际和潜在产出已变得更加紧迫”。

同一周出炉的其他数据，也从某些侧

面呼应了这份报告的论点。19 日，国际劳

工组织发布全球就业趋势报告称，尽管美

国和部分欧盟国家就业形势有所好转，但

全球范围内失业人数在未来两年里将进

一步增加，2017 年将超过 2 亿人。21 日，

巴西劳工和社会保障部宣布，该国 2015

年共失去 150 万个正规就业岗位，是 1990

年开始这项统计以来最差的情况。分析

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大宗

商品价格下滑对全球就业市场打击明显，

而发达经济体失业率的下降并不足以抵

消全球经济低迷所带来的全部影响。

基于这些现实情况和风险预期的考

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年冬季达沃斯论坛

为何将“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主题

来 研 讨 。 20 日 至 23 日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2016 年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论坛

主要议题之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如何

改变人类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分析认

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尤其是欧美

等国解决危机主要还是依赖货币“放水”

来实现，“实现某种复苏的唯一途径是借

助又一堆资产泡沫”。如今，美元进入加

息通道，与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

背道而驰，今年能否实现复苏仍是未知

数。这种背景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解决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才是治本之策。

因此,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密切关注，深

刻反映出当前世界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

足这一最大隐忧。对新增长动力的需求

和关注，将是今后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本报纽约 1 月 24 日电 记者张伟报
道：从 22 日开始肆虐的暴风雪“乔纳斯”
横扫美国东部，部分地区暴风雪积雪厚
度 超 过 1 米 ，已 经 导 致 17 人 丧 生 ，约
8500 万人受影响。据记者了解，有 20 个
州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 11 个州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场暴风雪使美国东部地区的公
路、铁路和航空交通陷于瘫痪。受暴风
雪影响，从 23 日到 24 日有超过 6680 次
航班被迫取消。此外，13 个州内的超过
20 万民众家中断电，3300 万人仍然处在
暴风雪预警范围之内。纽约州长安德
鲁·科莫宣布，该州所有桥梁、隧道、地铁
和公路关闭，禁止非必需的外出旅行。

由于纽约市 23日降雪量一度达到每
小时 3英寸，从当地时间 23日 14时 30 分
起，纽约市启动全城出行禁令，非紧急车
辆不得上路。所有公交车暂停服务，露
天地铁线路也全部停运。

据记者了解，美国已经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的包括纽约州、田纳西州、乔治亚
州、肯塔基州、北卡罗来纳州、新泽西州、
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地区的航班预计要到当地时间 25日才能

部分恢复，纽约地区航班预计 24 日部分
恢复。

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这次名为“乔
纳斯”的风暴是纽约历史上遭遇过的 5场
最严重暴风雪之一，也是美国东部有史
以来最严重的风暴之一。除了暴雪，部
分地区还出现时速高达 70 英里的狂风，

东南沿海地区还可能发生洪水。另外，
狂 风 暴 雪 使 能 见 度 下 降 ，导 致 车 祸 频
发。截至记者发稿时，北卡罗来纳州、弗
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因大雪
导致的车祸已经造成 12 人死亡，弗吉尼
亚州警方仅在 22 日晚上就收到 989 起车
祸报告。

暴风雪“冻结”美国东部
11 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气象机构表示，此次肆虐美国
东北部的暴风雪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是
因为有两个低气压系统碰撞造成。

首先，一个在太平洋上形成的低压
系统从美国西部登陆东进进入得克萨斯
州，从这里吸纳大量墨西哥湾的温暖水
汽后北移，然后于 22 日下午进入美国东
部地区。其次，在加拿大与格陵兰岛之
间形成的另一个低压系统向西南前进，
将冷空气带入美国东北部。两者相遇，
便形成了此次持续超过 30 小时的大范
围暴风雪。

一些美国气象专家认为，此次暴风

雪受到了始于 2015 年年中的厄尔尼诺
现象的影响。厄尔尼诺是太平洋赤道海
域水温异常升高引起的一种异常气候现
象。它使进入美国的太平洋低压系统携
带更多能量，并比往年偏南，首都华盛顿
一带因此成为此次暴风雪的中心地区。

全球变暖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
了此次暴风雪的威力。今年美国东海岸
大西洋海域一些区域的水温比平均水平
高出 3 摄氏度左右，导致大气中水汽增
多，进而造成降雪增多。大西洋水温偏
高，一个因素是自然波动，另一个因素就
是全球变暖。 （据新华社）

厄尔尼诺和全球变暖助威暴风雪

本版编辑 禹 洋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日前，伦敦金融
城启动致力于打造全球绿色金融中心的绿色金融项
目。该项目希望通过提升全球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
融资多样性、透明度和授信标准，支持低碳产业
发展。

据介绍，自伦敦金融城 2011 年成功推出人民币
项目后，伦敦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发展，交易量总体
增幅超过 600%。2015年中国农业银行在伦敦成功
发行规模为 10 亿美元的双币种绿色债券。在这一
系列发展的促进下，伦敦金融城继续利用其与金融
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密切联系，支持绿色债券市
场的发展。

当前，绿色债券计划初期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发行绿色债券的项目数量，推
动低碳基础设施战略的设立；二是增强绿色金融项
目的透明度和授信标准，提升市场参与者对于产品
的信心；三是通过市场教育和评估市场激励机制，更
好地宣传和促进市场发展。

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项目负责人罗杰·吉福德
表示，2016 年将是英国绿色金融产业长期发展的重
要一年，这一项目将推动金融市场更为积极地促进
全球经济低碳化转型。

支持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伦敦金融城启动绿色金融项目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颐 报 道 ：波 士 顿 咨 询 公 司
（BCG）与日本瑞可利职业研究所联合发布最新报
告指出，2014 年期间全球约有 20%的雇员跳槽，其
中 33%的受访者认为互联网是寻找就业机会最有效
的渠道。目前，全球各地共有 30 亿雇员，此次调研
所涉及的国家拥有 17 亿，占比 59%，是全球规模最
大的求职者意见调查报告之一。

BCG 合伙人卡祖玛·萨库拉指出，互联网和移
动设备的迅速普及为全球各地求职者带来了新资源
和工具。如今，全球各地的职位搜索过程较以往更
相似、更统一，多数求职者都能更轻松、更高效地获
取职位信息并寻找适合他们的职业机会。互联网在
相同时间内处理的求职申请数量远高于传统渠道，
约有 55%的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搜索新就业机会。

报告还显示，全球求职者的平均求职时长为 13
周，影响求职速度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速度。
GDP 增速高于 2%的国家求职平均时长为 11 周，比
GDP 增速低于 2%的国家足足缩短了 1 个月。在经
济增速较快的中国，求职者的平均求职时间为 9 周，
比全球平均水平快 1个月。

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称

互联网成求职主干道

春节是韩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多数韩国

人选择在春节期间回乡探亲，因此春节期间的火车

票往往也是一票难求。图为在首尔火车站，民众排

队购买春节期间的火车票。 新华社发

近日，英国各界纷纷将视线集中在中
国去年经济增速上，并发布一系列报告和
观点。英国投资者总体认为 2015 年中国
经济增速符合此前预期，经济结构正在按
照中国政府改革方向发生转变，供给侧改
革也将成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再平
衡的正确改革方向。

在转型期间，中国经济增速适当下降
完全符合市场此前预期。凯投宏观研究公
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表示，
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调已有足够预
期。法国巴黎银行英国分行日前发布的报
告 也 称 ，2015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速 维 持 在
6.9%的水平并不令人吃惊，与此前的市场
预测和预期基本一致。

各方的又一共识在于，经济增速的下
降不应成为对中国经济前景持悲观看法的
依据。英国安石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简·德
恩表示，中国经济基础面反映出来的并非
悲观前景。中国当前每月贸易顺差为 600

亿美元，外汇储备也高达 3.3 万亿美元。
这 些 基 本 面 数 据 是 其 他 经 济 体 所 不 具
备的。

中国仍旧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英中贸易协会认为，从绝对数额来
看，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为全球经济带来
了超过 7000 亿美元的产值，相当于沙特
或者瑞士的 GDP。英国工业联合会经济
研究部主任莱恩·牛顿·史密斯表示，最新
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适当降
速和再平衡进程中。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
不足的背景下，中国这一水平的经济增速
确实为全球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期
虽然金融市场仍在消化这一数据，但是市
场不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反应过于负
面。中国当前家庭收入上涨了 7%，网上零
售业销售额增加了 33%，这对于任何一个
经济体而言都是巨大的机遇。

各方反对“唱衰”中国经济的原因更
在于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进展。

法国巴黎银行英国分行报告认为，当前中
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投资下降和全球经
济疲软带来的出口贸易增速不及预期，是

“唱衰”论的核心。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
经济向服务业驱动转型进程加快。中国服
务业产值的年度增幅从 2014 年的 7.8%增
加至 2015 年的 8.3%，服务业在 GDP 的比
重也上升至 50.5%。由于中国经济产业结
构的变化，单位 GDP 能耗相比 2014 年下
降了 5.6%。

英中贸易协会也认为，2015 年数据反
映了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服务业
和消费驱动转变的趋势。理解任何一个经
济数据，都必须观察其宏观背景。中国市
场庞大，且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区受到的影
响也都有不同。中国部分传统工业地区经
济增速显著下滑，但是其他专注于新兴经
济和服务产业的地区增速则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对于 2016 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前景，法

国巴黎银行伦敦分行高度关注供给侧改
革。这一改革方向强调削减剩余产能和去
库存、去杠杆化和削减税费，将为中国经济
未来改革和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未来中国
经济产业结构将按照政府预期进一步优
化，服务业和消费也将继续领先其他部门，
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将在 2016 年成为服务
业中的领跑者。

与此同时，英国企业和投资者认为
GDP 增速降下来，并不意味着商机的减
少。英中贸易协会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
将开启更多新的商业机会，尤其是在教育、
医疗、金融和专业服务、先进工程，创意及
零售等领域。英中贸易协会总裁傅仲森表
示，中国在寻求其他路径来实现可持续的、
更高的经济增速，其中包括提升工业产出
效率、提升在分工链条中的地位、投资新的
智能生产技术和提高能效等。这些产业部
门和服务业部门正好是英国企业专长所
在，也是他们期待与中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英国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 6.9%的增速符合市场预期——

中国仍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韩国人也赶“春运”

左图 受暴风雪“乔纳斯”影响，纽约市从

当地时间 23 日 14 时 30 分起启动全城出行禁

令，非紧急车辆不得上路。平时车流不断的纽

约市突然变得空旷。图为行人冒着大雪在路

上艰难行走。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摄

右图 暴风雪来临前夕，人们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超市购买

食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