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11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英
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日前在英国纽
卡斯尔举行的北部经济振兴商业峰会上
阐释了其对全球化发展趋势、当前全球
贸易保护主义危害以及未来包容性全球
化如何发展的看法。卡尼表示，当前全
球化中的失衡和不公平问题不应通过保
护主义来解决。美国的关税政策很有可
能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超出预期的冲
击。解决上述关切应促进服务贸易自由
化、推动全球化包容性发展。

卡尼表示，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
来，全球贸易体系自由化发展全方位地
改变了全球经济形态，提升了增长动
力。1990年至2015年，年均8%的贸易
增长使得跨境生产规模快速上升，进口
中间品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
幅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出口中的比重增
长至 20%。这在帮助 10 亿多人口摆脱
贫困的同时，将全球人均产出水平提升
了40%。

卡尼说，本轮全球化和产业革命在
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劳
动力市场、社会福利体系和交易体系的
重大变革，造成部分发达经济体内部不
平等加剧。这也导致了美国近来不断强
化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并开始全面实施
保护主义政策。

对此，卡尼表示，应高度警惕保护
主义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负面影
响，其首要冲击是打乱全球供应链条、
导致更高的进口成本，削减全球贸易量
将会直接伤及全球经济。此外还可能通
过打击商业和消费信心、造成金融环境
突然收紧，进而冲击全球经济。

卡尼介绍说，英国央行就美国保护
主义对全球经济冲击的模拟结果显示，
如果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都提升关税
10%，将使美国经济产出下挫2.5%，同
时带来全球经济产出下挫1%。

卡尼以英国脱欧为例作了类比来阐
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危害。脱欧
之后英国损失的是与欧盟的开放关系，
而与其他国家新的贸易联系难以在短时
期内弥补这一损失。这意味着英国正在
经历另一种维度的“保护主义”。在这一
形势下，市场投资因为前景不确定性停
滞、居民消费因为通胀放缓，英国一季

度经济增速也只有0.1%。考虑到一季度
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强劲、英国央行执行
了宽松货币政策、财政部执行了积极财
政政策，英国因为变相贸易保护主义的
实际经济产出损失规模为1.75%至2%。

卡尼认为，美国经济环境其实并不
如想象的乐观。尤其是当前美联储已经
先于其他主要央行开始了货币紧缩政
策，其国内金融环境不可能如英国脱欧
之后如此宽松。值得关注的是，分析认
为贸易不确定性极有可能造成长期利率
快速上升，市场避险情绪大幅增加，进
而导致金融环境的进一步收紧。因此，
如果未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造成了商业
信心下滑超出预期，或者国内金融环境
收紧超出预期，再叠加此前测算的直接
贸易渠道的影响，美国经济损失可能进
一步翻番。

此外，卡尼表示，如果美国保护主
义政策长期存在，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

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增长还将进一步受
损，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英国
央行统计显示，贸易开放度与劳动生产
率增速有着高度正向关联性，历史数据
表明20%的贸易量下滑将带来5%的劳动
生产率增速下滑。近年来全球产业链条
的整合发展有可能强化上述关联，造成
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劳动生产率成本更
为高昂。

在详细阐释了其对美国贸易保护主
义危害的担忧后，卡尼表示，保护主义
或者增加货物贸易关税并非应对全球化
问题的方案。确保更多的民众从新的产
业革命和全球化发展中受益，需要确保
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这需要新的贸易
发展模式以提升中小企业的参与度，提
升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水平，而非集中在
与传统大型跨国公司开展的货物贸易。

针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失衡，卡尼也
表示，按照英国央行的测算，如果服务
贸易自由化程度达到当前货物贸易的程
度，主要国家经常账户失衡规模将下降
一半。同时，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意味着
更多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进入全球市
场，在提升各国居民的选择、降低服务
成本的同时，还将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全
球劳动生产率增速改善，并且促进全球
化的包容性发展。

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发表演讲呼吁

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危害 促进全球化包容性发展

近日，新加坡政府出乎意料地推出了
新一轮房地产降温调控措施，旨在维持房
地产价格水平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确保
房贷的可持续性，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过
热。新政策具体内容包括：对于购买首套
房产的“刚需”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额
外买方印花税税率维持不变；将二套及以
上房产购房者需缴纳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税率上调5%。同时，收紧房贷额度上限，

将贷款价值比下调5%。
新加坡财政部、国家发展部和金融管

理局于7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新加
坡房地产价格在过去一年中快速攀升，如
果不加干预，可能会与经济基本面脱钩，
导致楼市不稳定风险上升。金管局数据
显示，新加坡私人住宅价格已从去年二季
度的低位累计上涨了9.1％，接近历史高
位。同时，过去一年房地产交易量同比上
涨 了 25％ ，同 期 新 增 房 贷 也 增 长 了
34％。在此前多轮调控措施尚未解除的
情况下，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势头依然难
以抑制。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及时推出

必要的房地产降温措施。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局长孟文能也在记者会上提醒房地
产开发商、购房者和银行要保持清醒，作
出正确的判断，不要被房地产价格高涨冲
昏头脑，理性长远看待楼市发展，关注长
期供需平衡。

然而，在调控新政推出当日，新加坡
当地多个地产项目连夜开盘，大批购房者
漏夜前往售楼处，拟赶在新政实施前完成
交易。在“购房潮”的推动下，成交房源超
过 1000 套。其实，早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新加坡政府相继8次“重拳”抑制房地
产市场过快增长势头，使得新加坡楼市进

入了长达4年的低潮期。此后，持续低迷
的新加坡房地产市场于2017年三季度出
现了连续15个季度下跌后的首次上涨，
楼市随后回暖并一路上扬。由于私人住
宅需求强劲回弹，交易量持续攀升，目前
总体价格水平已经接近2013年的高点。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降温措施的出台
是在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长达4 年
持续走弱后开始复苏的初期，表明新加坡
有意将房地产市场越烧越旺的“虚火”迅
速降温，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新加坡政
府也一再强调，房地产价格上涨应符合整
体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步调。在未来利
率持续走高的趋势下，非理性的房价上涨
不仅将加剧家庭债务负担，也将进一步催
生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

对于新一轮调控政策的实施，市场内
外各方反应不一。有经济分析师指出，新
加坡政府此次为楼市“降温”的重点意在
保护“刚需”购房者，同时遏制投机性炒房
行为。但也有观点认为，政府此番调控

“出手过重”，在房地产市场复苏之初实施
干预，人为地抑制私人住宅需求无异于扬
汤止沸。地产价格上涨趋势短期内虽然
得到遏制，但不久之后还会再度来袭。

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公会则对政府此
次“降温”措施持批评态度。该机构认为，
新加坡楼市正处于复苏初期，复苏步伐与
经济基本面相符，政府没有理由在此时推
出强硬的降温措施。新措施挤压了房地
产开发商买地、开发和销售项目的周期，
可能在中长期对市场产生扭曲效应。应
该给予楼市时间，使其自我调节，达致可
持续的平衡点。对此，新加坡政府表示将
会继续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并在必要时
作出调整，以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可
持续发展。

确保房贷可持续性 防止市场出现过热

新加坡出台新一轮楼市降温措施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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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傍晚，日产汽车公司召
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该公司旗下
5家日本工厂出现燃油能耗和尾气
排放数据造假事实。去年，日产汽
车公司也曾曝出由无资质人员担任
产品出厂检查员。长时间检测数据
造假，反映出该公司管理体制混
乱。日本制造业频频曝出丑闻，更
暴露出了其制造业体系和政府监管
方面存在的问题。

此次暴露的数据造假发生在整
车出厂前的抽查环节。检查人员对
检测中发现不符合该公司出厂标准
的车辆随意篡改数据，按符合标准填
写了报表。但公司称，这些车辆的质
量数据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同时，
在另外几项检测中，车辆行驶速度和
检测场温度、湿度不符合国家标准，
但该公司均以符合标准处理。这种
违规操作从2013年4月份一直持续
到2018年6月份，篡改数据车辆占到
被抽查数量的半数以上，达1170多
辆，共涉及5家工厂的18款车型。日
产汽车造假时间之长、涉事车辆数量
之多令消费者震惊。

日本制造业多年来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闻名于
世，汽车生产是日本制造业的龙头行业，也是日本制造引
以为傲的招牌。但是，近年来日本制造业连续曝出各种
数据造假，神户制钢出厂产品数据震惊世界，斯巴鲁汽车
公司油耗数据造假严重损害企业形象。此次日产汽车东
窗事发，其数据造假率达到53%以上，远高于斯巴鲁油耗
数据造假的25%，日本制造业的金字招牌再次遭到重击，
日本制造形象严重受损。在追究公司主要经营者责任的
同时，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值得反思。

除了日本企业维护日本制造业形象的意识逐渐淡薄
之外，企业利益优先的经营战略及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此
类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企业将经营任务和利润指标分
给每一家工厂和车间，致使一线员工为完成工作量放松质
量标准。政府在制定行业和产品质量标准后监管力度不
足，使企业有恃无恐，抱有问题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

此次曝光的数据造假丑闻中，企业称虽然数据造假
导致汽车不符合公司出厂标准，但因公司标准高于国家
标准，产品质量依旧符合国家标准，因此无需召回修理。
但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恰恰是因为相信了日产汽车节能、
低排放的广告宣传和社会承诺才购买了其产品，数据造
假就是对消费者的欺骗，这点无可辩驳。企业信守并诚
实兑现对消费者的承诺才是社会信赖的基础，更是为商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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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
发布的《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森林和树木对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不可低估。报告警告全球森林面
积正在缩减，全面保护迫在眉睫，同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
有力措施，为森林和依赖森林为生的人类造福。

报告指出，森林和树木在粮食安全、饮用水、可再生
能源和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发展
中国家的农村家庭提供了20%或以上的收入，还为全球
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烹调和取暖用燃料。

报告显示，森林为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必需
的食物、收入和营养，这对生活在热带森林和大草原的大
约2.5亿人口来说尤为重要。大量热带地区家庭采集森
林食物以供食用，森林食物的采集量经常超过农业或畜
牧业的食物生产量。即便在繁荣的欧洲地区，也有四分
之一的人口直接从森林中采集水果和浆果等食物。

报告强调，为满足全球人口对水和能源的需求，可持
续的森林管理势在必行。森林为维也纳、东京、约翰内斯
堡和波哥大等大城市提供了大部分的饮用水，森林中所蕴
藏的木质燃料也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
29个国家中，木质能源占了主要能源供应的一半以上。

报告指出，森林还为人类带来了经济发展、劳动就业
和增加收入的机会。在非洲，有三分之一的小农在自己
的土地上培植树木，由树木带来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六
分之一，同时还能遮阳蔽日并增加土壤肥力。在全球，森
林产品每年能带来880亿美元收入，林业部门则提供近
4500万个工作岗位，每年产生5800亿美元的劳务收入。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表示，森林对于生
计至关重要。健康而丰饶的森林对于发展可持续农业必
不可少。有证据表明，森林和树木对于水质、满足能源需
求，以及规划健康而可持续的城市都起着重要作用。

报告最后强调指出，森林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
物多样性、减少不平等、改善城市环境等多项《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社会需要采取行
动，制止滥伐森林，可持续地管理森林，恢复退化的森林，
并增加全球林木的覆盖，以避免对环境和人类产生破坏
性后果。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最新报告

森林对可持续发展贡献不可低估

“星空之路”万人合唱音乐会日前在拉脱维亚举行，
共有约16500名歌手、1200名舞蹈演员和1500名乐手参
加本次演出。 （新华社发）

拉脱维亚举办万人合唱音乐会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柬埔寨
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
年，外国游客赴吴哥窟旅游人数近 135.7
万 ，同 比 增 长 10.04% ；门 票 收 入 增 长
17.84%，超过 6147 万美元。其中，6 月份
共有超过15.8万游客游览吴哥窟，门票收
入约648万美元。

柬埔寨国家旅游联盟秘书长霍万迪表
示，吴哥窟门票销售增加并不令人惊讶，因
为该公园始终占据外国游客目的地榜首。
尽管门票价格上涨，但游客数量仍在持续
增加，这表明政府发展旅游业和吸引外国
游客的相关政策取得了成功。他表示，旅
游收入增加，将有助于开发其他旅游景点，
丰富柬埔寨旅游线路，为游客提供更好的
旅游体验。

此外，吴哥窟门票收入也用于慈善事
业。相关机构数据显示，吴哥窟每售出 1
张门票，就向坤塔帕花儿童医院基金会捐
款 2 美元，以救助柬埔寨儿童。今年上半
年，吴哥窟已向该基金会捐助271万美元。

吴哥窟外国游客数量持续上涨

7 月 9 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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