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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经济更具生气

俄罗斯央行在 2018年 6月底公布
报告称，世界杯在今年第二季度拉动
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0.1%至 0.2%，
俄罗斯经济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可
望增长 1%至 1.6%。俄罗斯联邦统计
局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固定资产投资
产生了积极影响，在2017年1月份至9
月份，俄在文化、体育、休闲、娱乐领域
的 投 资 增 长 了 29.6% , 达 1210 亿 卢
布。世界杯还显著带动了赴俄旅游
热，俄罗斯联邦旅游局局长萨福诺夫
估计，世界杯期间全俄境内 11 个比赛
承办城市共接待游客500万人，其中外
国游客290万人，游客数量在上述城市
至少增长了19%，莫斯科更是创纪录地
增长了 1678%。比赛承办城市的酒店
入住率增长了 2倍至 3倍，平均入住率
达 70%至 94%，莫斯科市内酒店入住
率高达 98%。足够旺盛的人气更是带
动了球赛相关的周边消费，俄联邦旅
游局预计，每名赴俄外国游客的平均
花销在 500 美元至 3000 美元不等，主
要用于住宿、餐饮、相关纪念商品消
费。以喀山为例，游客带来的营收达
112 亿卢布，为去年同期的 6 倍，下诺
夫哥罗德的商人也赚得盆满钵满，额
外收入超过100亿卢布，索契餐馆和咖
啡馆的上座率由65%升至95%，世界杯
的短期拉动效应让俄经济充分享受到
了足球经济的红利。

凝聚民心更加提气

俄罗斯民众对当好东道主热情高
涨，同时也寄望俄罗斯队能够创造奇
迹。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7月 12日

发布的民调显示，本届世界杯期间，
70%的受访者观看了比赛直播，55%的
人通过观看直播方式对世界杯进程予
以持续关注。在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上，俄罗斯队以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
大战，令世界刮目相看。5 天后，俄罗
斯队以 3比 1战胜埃及队，提前一轮锁
定出线晋级，并且以小组赛中的8个进
球成为继 1934 年意大利队之后,历届
世界杯头两场比赛进球最多的东道主
球队。在点球淘汰传统强队西班牙进
入八强后，俄罗斯队创下历史佳绩，出
色的战绩点燃了民众的激情，加时赛
的收视率追平普京总统的新年祝词。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负于克罗地亚队
后，俄民众并未因失利而沮丧，也未指
责球队，俄副总理戈洛杰茨表示，“俄
罗斯队的表现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期
望，他们伴随着疑虑一路走来，取得这
样 的 成 绩 应 该 得 到 高 度 肯 定 和 尊
重”。俄罗斯队在本届世界杯所展现
出来的战术素养、严明纪律和高效配
合，更让俄民众团结在了一起。民意
调查数据显示，俄罗斯足球队在本届
世界杯上的表现让 47%的俄受访者感
到骄傲，另有36%和35%的受访者分别
感到喜悦和尊重。据此，俄罗斯国家
杜马副主席列别捷夫近日建议，授予
俄罗斯国家队教练和全体球员荣誉证
书，以感谢并表彰他们在世界杯赛场
上的出色表现，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
金对此表示支持。

形象公关更显大气

世界杯的赛场并不限于体育场
内，俄罗斯当前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
俄罗斯球迷在此前足球赛场外的不良
表现，以及某些西方媒体的刻意偏见，

令俄罗斯世界杯在筹备、举办过程中
备受质疑。但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俄
罗斯精心筹备，诚意尽显，与负面报道
的“正名”之战同样令人心服。

一是打造充满亮点的赛场环境，
让球迷看得舒心。为了比赛和赛前培
训，仅 2017 年至 2018 年度俄就投入
403亿卢布，用于改建和扩建相应的体
育场馆、训练场地和辅助设施，较预算
大幅增加47%。同时，将电视转播设备
等硬件设施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准。此
外，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引入视频助
理裁判系统，最大程度地减少误判，避
免判罚失误引发球迷间的争议，国际
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认为，实
践证明，该系统准确率超过 99%。二是
营造开放包容的世界杯，让游客玩得
顺心。俄罗斯延续并发展了索契冬奥
会的成功经验，对获得“球迷护照”的
外国球迷予以免签待遇，有大约 65 万
球迷得以更加便捷地来俄观赛。世界
杯期间，共有 16000 余名记者参与报
道，从俄罗斯青年足球学校到赛事举
办城市的发展变迁，向全球数十亿观
众集中展现了一个多样开放的俄罗
斯，俄罗斯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的热词。
三是出色的组织工作，让游客来得放
心。在开赛前，曾一度传出某些国家出
版的观赛指南中包含了“如何在俄避
免被绑架”等耸人听闻的内容，事实上
本届世界杯组织良好，井然有序，期间
没有发生针对外国球迷和游客的暴力
事件，莫斯科市甚至没有启动过一次
城市应急预案。“统一俄罗斯党”下属

“青年近卫军”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
87%的外国游客是第一次来到俄罗斯，
其中 64%的人表示传闻中的俄罗斯给
他们的印象是刻板、糟糕的，但百闻不
如一见，取而代之的是美丽的城市、热

情的居民和低廉的物价等良好印象，
73%的受访者希望再次访问俄罗斯。

足球遗产延续人气

丰富的遗产是一届成功世界杯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赛程是有
限的，但其对俄罗斯以及世界的影响
却还在继续。得益于世界杯，未来俄
罗斯可以继续使用赛后留下的良好体
育设施，不仅是举办比赛的 12 个体育
场，还有 100 多个小型球场，将被用于
发展俄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迎接世界
杯而升级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
设施将在赛后继续服务人们的日常生
活，这是俄发掘旅游潜力的必要物质
基础。为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普京总统承诺，所有持有俄罗斯核发
的“球迷护照”外籍人士，都可以在今
年底前享受不限次数免签证入境俄罗
斯的待遇。与此同时，俄有关部门正
在研究简化签证制度或将“球迷护照”
制度长期化等创新举措，以便将开放
的俄罗斯形象长期延续。为了传承举
办经验，俄罗斯世界杯组委会已准备
好与卡塔尔世界杯组织方开展合作，
向他们重点推荐“球迷护照”、视频助
理裁判系统运用的宝贵经验。

在质疑声中，俄罗斯世界杯完成
了“低开高走”的成功逆袭，在体育竞
赛、形象塑造、外交塑形等多个赛场上

“同场竞技”，交出了令外媒信服、球迷
心服的亮眼答卷，运气加一定的爆发
力让俄罗斯队走进了世界杯八强行
列。在观看世界杯的同时，俄罗斯民
众也密切关注着“闯关”中的退休改革
等民生大事，俄罗斯经济早日重返世
界八强之列可能是俄罗斯上下更大的
期待。

组织出色 活动丰富 风情迷人

世界杯提振俄罗斯气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廖伟径

7月15日，莫斯科卢日尼

基体育场上的大雨丝毫没有

影响世界球迷已燃至顶点的

热情，持续一个月的足坛盛宴

在法国队与克罗地亚队的终

场哨中落下帷幕。在全球聚

光灯下，俄罗斯世界杯以其出

色的组织、丰富的活动、迷人

的风情赢得了国际足联主席

因凡蒂诺的高度评价，被其赞

誉为“历史上最好的一届”。

球场外的俄罗斯更是乘上世

界杯的东风，挣了面子、赢了

里子，充分展现了场内、场外

灵活“盘带”的成熟气派。
图为世界杯期间的莫斯科红场。 本报记者 廖伟径摄

保护主义行径

打击美国消费信心
□ 连 俊

几个月前，特朗普政府在

挑起贸易战之初曾信誓旦旦地

表示，美国在贸易战中会“轻易

取得胜利”。不过，美国臆想中

的胜利尚未到来。最新公布的

数据显示，美国肆意加征关税

的保护主义行径，正在打击美

国国内的消费信心。

7 月 13 日，美国密歇根大

学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

示，7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

心指数初值为97.1。该数据不

仅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也是

今年 2 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仅如此，该大学的有关调查

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

担心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

负面影响，其比例已从5月份的

15%升至7月份的38%。有分析

指出，个人消费开支约占美国

经济总量70％。消费者信心指

数的变化表明，肆意加征关税

的保护主义行径正对美国国内

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如

此，调查还显示，收入水平处于

美国前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尤其

感到忧虑，“这部分群体贡献了

美国一半的消费支出”。

随着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

下滑，美国政府高层对于经济

前景的判断出现了微妙差距。

一方面，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

问库德洛在7月18日对美国经

济发表乐观看法；另一方面，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国会

听证会上仍然强调“继续渐进

加息是当前最佳政策路径”。

分析认为，鲍威尔对威胁美国

经济增长的因素仍抱有高度警

惕 ， 因 此 在 作 证 时 仍 十 分

谨慎。

在这一越来越复杂的形势

下，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带来的影

响尤其不容忽视。正如鲍威尔

在作证时表述的，虽然有关变化

尚未在经济数据中体现，但是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已

对美国企业资本开支产生影响，

因为美联储听到越来越多的企

业表示将暂时搁置资本开支计

划。”另据报道，鲍威尔此前接受

美国媒体《市场》采访时也表示，

“美国贸易政策变化已引发美国

企业越来越多的担忧，但目前仍

难预测美国贸易政策走向”。

鲍威尔没有详述美国贸易

政策的负面影响，但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是细算了这笔

账的。18日，IMF发布《二十国

集团监督报告》称，“美国应通

过与贸易伙伴的建设性合作来

化解贸易紧张局势”。IMF 的

研究显示，所有国家都将在贸

易摩擦中受损，“美国经济受到

的负面冲击最大……在最严重

假设情景下，美国GDP将在关

税生效后第一年比基准预测降

低 0.8%”。换句话说，根据这

个预测，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

行地坚持保护主义，那么美国

经济增长能否实现向好预期，

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责任编辑 李红光 徐 胥 禹 洋

今 年 是 中 柬 建 交 60 周
年。60年来，中柬两国传统友
谊不断巩固，两国关系得到高
水平发展，在战略对接和经贸、
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未来，双方将继续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等
领域的交流，携手打造中柬具
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是中
柬长期友好的基础。中柬都是
拥有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华
夏文明和高棉文明有近两千年
的交流互动历史。两国人民都
具有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和而
不同、兼容并蓄的品格。去年，
中国访柬游客超过 120 万人
次，2020年达到200万人次的
目标有望提前实现。迄今，已
有超过 2000 名柬埔寨学生获
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赴华深造，
每年有近200名中国志愿者教
师赴柬支持中文教育。

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是两国
关系的引领和战略保障。60
年前两国建交时，柬埔寨刚刚
独立 5 年，新中国成立也不到
10年。此后，两国历届领导人
持续地“培土、施肥”，让友谊之
树越来越根深叶茂，硕果累
累。2010 年 12 月 13 日，中柬
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6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
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首相洪森
就全方位推进中柬关系达成重
要共识，将中柬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2017
年洪森首相两度赴华，2018年
初李克强总理访柬，两国领导
人频繁互访，更为深化两国关
系提供了保障。按计划，洪森
首相今年将出席中国—东盟博

览会。
中柬友好也得益于两国战

略的高度契合。“一带一路”建
设同柬埔寨“四角战略”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不仅助力柬经济
发展转型，也为中国企业提供
了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两国
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密切合
作。两国都是联合国宪章、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准
则的坚定维护者，是国家间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典范。中
柬率先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
运共同体，将为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和地区命运共同体作出
重要贡献。

中柬两国合作加深，为柬
埔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
机遇。中国目前是柬埔寨的最
大外商投资来源国、最大贸易
伙伴和最大境外游客来源国。
2017 年，双边贸易额近 58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0.8%。2017
年中国对柬投资额 16.44 亿美
元，居世界各国在柬投资之首，
预计2020年将实现60亿美元
的目标。目前，共有15家航空
公司开通了两国直飞航线。
2018年一季度，赴柬中国游客
达50余万人次，约为境外游客
总数的三分之一。

展望未来，中柬两国在双
边和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领
域将更加宽广，双边合作将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利益，也将
为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繁荣作
出更大贡献。就像洪森首相在
中柬建交 60 周年招待会上所
说，“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一定能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思想作
出积极贡献”。

中柬携手打造有战略

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本报驻金边记者 张 保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肆意加征关税的保
护主义行径，正在打击美国国内的消费信心。IMF研
究显示，在贸易摩擦中，美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冲击最
大。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坚持保护主义，那么
美国经济增长能否实现向好预期，还要打上一个大
大的问号。

日前，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发布了下
半年市场投资展望。各方一致认为，虽
然下半年全球经济将持续增长，但发展
不均衡和不确定性上升，叠加全球金融
环境收紧预期，未来全球市场分化走势
进一步凸显，审慎选择性投资成为波动
性上升环境中的必要选择。

全球经济总体增长态势虽然明
显，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进一
步上升。贝莱德集团首席多资产策略
师伊莎贝尔·马特奥·拉格表示，全球
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当前，利
好因素包括美国的财政刺激措施有望
推高资本开支及增长潜力；不利因素
包括贸易争端等。贸易争端虽然暂时
不会严重破坏全球经济增长，但全球
贸易出现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打击投资
气氛及商业信心，导致企业延迟甚至
取消投资。

同时，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态势仍
难掩全球增长失衡现象。花旗银行表
示，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数据掩盖了各
国以及各国内部在推动增长和通胀动
力方面的差异性。花旗 7 月份维持对
2018 年全球经济增长 3.4%的预测不
变，但德国、葡萄牙、瑞典和瑞士等成熟

经济体的经济预测遭到下调。
失衡的第二大表现则是各大经济

体通胀和央行政策的分歧加剧。汇丰
银行下半年展望表示，北美通胀表现
较强，在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则较
低。美联储已准备好进一步加息，其
他成熟市场央行则处于宽松状态。同
时，各新兴市场之间亦存在政策分歧。

在上述情况下，各大机构认为未
来市场分化和波动性将进一步加强。
汇丰表示，在美国通胀、各经济体呈现
分化走势的大环境下，金融市场面临
的主要风险是美国的通胀冲击。这会
导致利率加快上行，对全球各经济体
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由于目
前的环境颇为复杂，亦存在主要央行
可能出现政策失误的风险。

因此，在保持乐观态度的同时，各
大机构纷纷表示需要审慎投资，有选
择性地应对风险。贝莱德环球首席投
资策略师董立文表示，应提升投资组
合的抗跌能力。他个人看好美国股
票，因为美国企业盈利增长突出。同
时，他仍然看好新兴市场股票，认为当
前经济改革、企业基本面因素好转以
及估值合理是支撑新兴市场股票的关

键，而且最大的机遇来自于亚洲新兴
市场。不过未来美元走势、贸易相关
紧张局势是股票市场的关键变量。

中国市场中长期前景向好也是各
方的共识之一。贝莱德最新展望认
为，日本之外的亚洲经济体总体经济
环境令人鼓舞，中国经济增长和企业
盈利短期内能够保持稳健。摩根大通
在最新市场评估中认为，随着近期中
国股汇市的波动，中长期买点逐渐浮
现。随着 A 股自高点修正已近尾声，
在企业盈利面、资金面及“入摩”的长
线效应下，有利于中长期逢低投资。

相比而言，投资者对其他成熟经
济体看法分歧较为明显。就欧洲市场
而言，贝莱德认为，欧洲市场当前面临
的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意大利政
坛危机、移民问题等因素持续冲击市
场投资信心。花旗则认为，欧洲经济
问题可能被放大，目前短期经济数据
不及预期不代表全年经济增速不佳，
加上股市估值优势，股票分红收益率
高于债券收益率，因而继续看好欧洲
股市。

对于日本市场，贝莱德认为，日本
企业治理及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但短

期内并无足以推动股票取得相对出色
表现的催化剂。花旗则认为，日本央
行或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大规模
财政刺激将继续利好日本股市，以抵
消未来提升消费税的影响，因此同样
看好日本市场。

投资者对于固定收益市场的展
望也显示出一定的分歧。贝莱德表
示在未来市场风险上升的背景下，需
要缩短持有债券的久期以提高资产
组合韧性，因此未来将把部分股票持
仓转化为短期美国国债和投资级债
券。与其类似，花旗认为，在财政刺
激 政 策 下 ，美 国 企 业 收 益 率 达 到
201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级别
债券估值已变得更具吸引力；同时，
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本面继
续保持良好，债券收益率相对较高，
而且美元中期下行风险较高，所以继
续看好新兴市场债券。

然而，汇丰银行认为，全球对债市
影响最深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及德
国均处于全面就业，且通胀有加速的
风险。这使得美国及德国政府债券收
益率上行、价格下滑，类似影响也将出
现在美国投资级别企业债券上。

全球经济将持续增长 不均衡不确定性上升

国际投资者对下半年展望审慎乐观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