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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最近

的一项调查结果颇为出人意料。半数接受

调查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将于 2019

年底至2020年初陷入衰退，三分之二的经

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将在 2020 年底前

衰退。

诸多经济指标显示，当前的美国经济

“如日中天”。例如，5 月份的失业率为

3.8%，处于 18 年来最低值；工资报酬年内

预计将提高3%；GDP增速今年可能再次摸

高3%。这一系列经济数据表明，美国经济

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佳状态”，

处于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最长的经济增长周

期。但是，经济学家们没有被表象蒙蔽，反

而在大晴天预见暴风雨即将来临，在经济

繁荣时期看到了衰退到来迹象。

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杰西·艾杰顿指

出，经济衰退一般都源于突然爆发的悲观

情绪导致消费者和企业缩减开支。美国历

史上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莫不如此。比

如，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和 2007 年的

次贷危机，均源于有关各方的悲观预期。

经济学家分析认为，美国当前的低失业率

和不断走高的通胀率，诱使美联储加

息，以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这会使投资

者和消费者信心受挫，进而触发美国经

济陷入衰退。

NABE 的调查结果并非危言耸听。

当前，美国经济的确“毛病”不少，极易陷

入经济衰退。首先是较高的通胀水平。

目前，失业率低迷和看涨的薪酬，对就业

者来说确实是件大好事，但对企业而言

却未必如此。雇主为支付高薪报酬被迫

提高其产业和服务价格，这将使美国当

前 1.8%的通胀率很容易突破美联储 2%

的目标值。这一结果又会刺激美联储加

快加息步伐，从先前预计的今明两年各

3次增加到每年4次。由此不难看到，更

高的利率和通胀水平增加了消费者和企

业的借贷成本，抑制了住房销售、家庭开

支和商业投资。随着特朗普政府实施税

改，造成联邦政府收入减少和财政赤字扩

大，这将进一步促使美联储提高利率。

其次是居高不下的资产价格。近年

来，美国的房价和股价不断上涨。道琼斯

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屡创历史新高，金融

资产价格酝酿的泡沫越来越大。据汤森路

透统计数据显示，标普500企业最近4个季

度的市盈率目前平均为 19.6，远高于近 50

年来 15.7的均值。在房价方面，不少地产

价格已恢复至次贷危机前的水平，有些还

创下了新高。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

迪认为，房地产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虚高，

是触发经济衰退的“大概率事件”。

再次是高企的能源价格。评级机构穆

迪的研究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

次高油价都引发了经济衰退。当前，美国

的基准油价已处于每桶65美元上方，远远

高于 2016 年初的 26 美元/桶。同时，美国

汽油价格约为每加仑3美元，略低于4年前

的4美元/加仑。一旦海湾地区形势吃紧，

沙特和伊朗交恶，国际原油输出受阻，无疑

将推高油气价格。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预算案。今年初，

美国国会将政府预算上限提高了约 300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国防开支。

这项预算的有效期到2019年下半年，但政

府债务规模必须在明年初作出调整。围绕

政府预算和债务上限的“争吵”将呈白热

化，加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和共和

党很可能进一步分裂。需要注意的是，

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未能调整，导致评级

机构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重挫美国股

市，打击了消费者和企业信心。

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将是压垮美国

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特朗普政府在全

球屡屡挑起贸易争端，其“损人不利己”的

行为，在导致其相关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措

施的同时，也抬升了美国内的消费者价格

指数，不利于美国相关产品的出口，最终拖

累美国经济。牛津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凯

西认为，贸易战将使2019年的美国GDP损

失超过 1 个百分点，并严重影响投资者信

心。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研究则

显示，如果全球爆发小型贸易战，即关税增

加10%，美国GDP将损失1.3%。

美国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徐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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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
“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日前在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为期一周的“魅
力上海”系列活动包括“魅力上海”摄影
展、“上海客厅”文创展、海派画家精选作
品展以及非遗技艺表演等内容。

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向匈牙利各界
人士重点推介了今年 11 月份将在上海举
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他说，

“举办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的重大举措，欢迎匈牙利朋友届时来
上海参会，向中国市场推介匈牙利的优质
产品和服务”。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表示，“当
前中匈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正处于历史
最好时期。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向世
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和更大力度地
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的决心。中国政府已
经邀请匈牙利作为此次博览会的主宾
国，我希望匈牙利各界朋友们都能积极
参与这个盛会，希望以此进一步增进中
匈经贸和人文交流与合作”。

布达佩斯市副市长萨拉伊表示，
“匈牙利是欧洲朝向东方开放的大门，
匈牙利十分重视中匈友好关系，布达
佩斯将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机

遇，努力深化布达佩斯和上海在城市间
的合作成果，鼓励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未来将在世界遗产保护、教
育、创新、旅游、艺术等文化领域重点
加强合作”。

据悉，“魅力上海”系列活动由上海市
政府新闻办和布达佩斯市长办公室主办。
今年是上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缔结友
好城市 5 周年。活动期间，双方还续签了
两地为期5年的友好合作谅解备忘录。

图为以“上海玫瑰”为主题的手工刺绣

服饰受到匈牙利女性参观者的青睐。

本报记者 翟朝辉摄

“魅力上海”向匈牙利推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随着意大利新执政联盟共同施政协
议的公布，其相关施政重点再次引发欧洲
各方关注，虽然执政联盟公开表示已放弃

“反欧立场”，且不再以“公投退欧”持续威
胁欧盟，但其施政措施中的诸多疑欧倾向
仍持续触动欧洲敏感神经。

意大利新任总理孔特日前在国会发
表施政演讲，公布了包括强力打击移民偷
渡、呼吁削减巨额债务及对俄实行开放外
交等多领域核心政策，展现出希望在对欧
政策与国内改革方面寻求新平衡的执政
逻辑。具体而言，在移民政策方面，意大
利主张打击非法移民、加速拘留和驱逐50
万非法移民，要求其他欧盟成员国分担责
任。孔特指出：“意大利被欧盟抛弃，被迫
独自面对移民危机。欧盟需要设立一套

‘自发且强制’的分配避难申请者制度。”
在经济方面，意大利提出将增加财政和福
利支出，并进一步削减税收。同时，孔特
还呼吁以“促进增长与就业”切实削减意
大利巨额债务，而不是通过紧缩措施对意
实行多层级限制。在外交方面，孔特主张
取消对俄罗斯制裁，并将俄视为“愈加重
要的经贸伙伴”。

随着意大利新执政联盟公布施政细
则，欧洲各界对其与欧盟核心政策日益疏
离的担忧更甚，认为双方在发展与改革理
念，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的“渐行渐远”最
终将诱发欧元区的系统性危机。花旗银

行特别经济顾问威廉姆·布特近期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当前意大利金融与银行业
存在的危机及新执政联盟疑欧施政倾向
将对欧元区团结及欧洲一体化造成持续
冲击，并将诱发系统性风险。”

法国经济学界也对意大利的施政走
向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尽管意大利新执
政联盟近期为减少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
淡化了其此前部分尖锐的疑欧观点，但其
对欧洲改革计划与欧洲央行政策的持续
质疑态度仍将成为欧元区一体化进程中
的“不稳定因素”，需要高度警惕其部分施
政措施将对欧洲民粹主义与疑欧情绪产

生提振效果，防止引起效仿，并对欧盟未
来的改革计划与法德就此展开的协调造
成冲击。

未来，各方须对意大利新政府以下
三方面政策走势保持警惕。一是对欧盟
一体化的分化与质疑。近期，意大利对
加强在欧洲议会力量的诉求持续增大，
并打算借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扩大民粹
势力的政治影响力，这或将引发欧盟内
部的再次分裂。二是意大利执政联盟的
扩张性预算计划。意大利新执政联盟为
增加政府的稳定性，或将通过系列福利
政策与减税措施持续增强对选民的吸引
力，包括推行统一税等，这种扩张性的
预算政策将增大政府赤字压力，不利于
意大利削减债务。三是意大利执政联盟
对欧洲央行削减债务的诉求将持续增
大，希望以此摆脱法德等对其财政政策
的干预，并进一步引发各方对欧元区稳
定性的质疑。

疑欧施政倾向明显 多项主张背离欧盟

意大利新政府政策触动欧洲敏感神经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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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主题为“学好中国
话，朋友遍天下”的第十一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日前在金边柬埔寨皇家科学院举办。中国驻柬使馆
参赞李杰、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杨博和柬埔寨皇
家科学院孔子学院柬方院长苏碧娜等到场致辞。随着
中柬关系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援助等持
续助推柬埔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熟练掌握中文的柬
埔寨员工已成为市场争抢的“香饽饽”。

柬埔寨学生秀中文

图为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中，参赛选手在

表演才艺。 本报记者 张 保摄

新华社莫斯科电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18 日
宣布，未来三年内俄政府将划拨近540亿卢布（1美元
约合 63.48 卢布）预算资金用于远东社会发展，其中
210亿卢布将在今年年底前到位。

据俄电视台报道，梅德韦杰夫当天在俄政府会议
上说，这些拨款将用于在远东地区建设幼儿园、学校、
医院、体育设施和改善道路、桥梁、供水供热管网等，以
吸引更多人去远东工作。

俄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
夫说，这些资金将用于建设和改造包括21家医院在内
的195个项目。

目前，俄远东地区正在实施 1363 个投资项目，总
投资额到 2024年将达到 3.8万亿卢布，这些项目的实
施将给远东地区增加12.5万个工作岗位。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大力实施远东开发战略。为
加强同亚太地区的关系，自 2015年起，俄每年在远东
地区举办东方经济论坛。同时，俄远东正积极建设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和一系列跨越式开发区，采取优
惠措施吸引投资者投资俄远东地区。

俄政府拨款促进远东地区发展

据新华社奥斯陆6月18日电 挪威购买的第一
架电动飞机18日在奥斯陆机场飞行展示，标志着该国
发展电动飞机航运业的举措迈出重要一步。

当天进行飞行展示的是斯洛文尼亚蝙蝠飞机制造
厂生产的一架“阿尔法电动 G2”型双座全电动飞
机。飞机由挪威国营机场运营商阿维诺尔公司首席执
行官达格·法尔克—彼得森驾驶，交通和通讯大臣凯
蒂尔·苏尔维克—奥尔森作为唯一的乘客参与飞行
展示。

阿维诺尔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将努力推
动把挪威发展成世界电动航空业的领先者，目标是使挪
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电动飞机占有显著市场份额的国
家，并在2040年前实现国内航班全部使用电动飞机。

据了解，阿维诺尔公司推动电动飞机参与商用飞
行的项目得到了挪威政府的支持，其合作伙伴包括维
德勒航空公司、北欧航空公司和挪威零排放资源组织
等。如果进展顺利，挪威有望在2025年开始电动飞机
客运飞行。

法尔克—彼得森说，挪威地广人稀，山区众多，载
客数量较少的国内航空运输较为发达，这有利于率先
试用航程和运量相对有限的电动飞机。电动飞机将有
助于减少挪威航空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由于电动
飞机的运营成本低于目前的传统飞机，票价也会相应
降低。

挪威试飞电动飞机推动商用飞行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2018 年中国广
西加工贸易产业洽谈会日前在法国巴黎举行。本次会
议由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中国国际投资促进
中心、巴黎大区投资促进署及欧中投资协会联合举
办，巴黎市工商会、巴黎大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法
国银谷养老产业集群、塞纳河流域大巴黎港口联盟、
法国电力集团等相关政府和企业共计 90 余名代表受
邀参会。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梁艺光表示，
双方应共同开拓以东盟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大市
场，共同参与“南向通道”建设并进一步拓展合作新
空间，并提升金融、旅游、演艺等领域合作的发展水
平。与会代表认为，这将为引导双边企业合作、拓展
双方合作模式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双方企业与区域
代表随后在相关建议的基础上就具体合作对接展开了
讨论。

会议中，来自中国广西的代表与法国企业代表还
分别就各自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及未来发展重点等作
了专题推介，使中法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彼此需求，增加
了双边互信，为双方企业与区域的深化合作打造坚实
基础。

广西加工贸易产业洽谈会在法举行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据
日本财务省发布的贸易统计速报，5 月
份日本国际贸易收支赤字5783亿日元，
时隔 2 个月再次出现赤字，赤字额比去
年同期增加 1.8 倍，主要原因是受国际
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影响。

当 月 ，进 口 同 比 增 长 14% ，达 到
6.9016 万亿日元，成为历年 5 月份单月
最高值。受原油价格上涨影响，进口额
增长 28.6%。出口额增长 8.1%，达到
6.3233万亿日元，实现连续18个月出口
增长。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7.1%，半导
体加工设备出口增长23.4%。

日本5月份贸易赤字5783亿日元

新华社柏林电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
布的最终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5 月德国
通胀率为 2.2％，是自 2017 年 2 月以来
的最高值。

数据显示，德国 5 月通胀率主要受
能源价格上涨拉动，当月能源价格同比
涨幅从 4 月的 1.3％升至 5.1％；剔除能
源价格，德国5月通胀率为1.8％。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经济学家蒂
斯·彼得森当天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通胀率之所以攀升，一是因为近几个
月石油价格大幅上涨，4 月中旬的欧
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和服务价格更
高；二是因为德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长
期增长阶段，并且越来越接近其生产
能力的极限。

据德国政府此前预测，今年德国通
胀率将从去年的 1.8％回落至 1.7％，经
济 增 速 将 从 去 年 的 2.2％ 提 高 至
2.3％。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是接近但
低于 2％。

德国5月份通胀率升至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