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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货

币政策一直呈分化状态。但是，在内外纷

扰之下，近期美国、欧洲、英国、日本央行

货币政策却呈现出趋同态势，集体确立了

鸽派态度。

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 3 月份美联

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会议声明

鸽派基调非常鲜明，暗示基准利率将会维

持在 2.25%至 2.50%区间。市场预计，此

前预期的年内两次加息将缩减为不加息

和明年加息一次。与此同时，市场还预计

美联储将会在今年 9 月份停止缩表进

程。这一转变无疑是给长达 3 年多的加

息进程按下了暂停键。

相比美联储的转变，日本和英国央行

的态度与市场原有预期相对一致。3月15

日，日本央行公布决议显示将按兵不动，

继续维持政策利率负0.1%不变，并维持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在零附近。3 月 21

日，英国央行公布的议息会议决议显示，

货币政策委员会以9：0的一致表决维持政

策利率 0.75%不变，并维持国债和企业债

购买规模4350亿英镑和100亿英镑不变。

欧洲央行也出现了一定的转变，只是

在原有鸽派立场上走得更远了。3 月 27

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鉴于当前

通胀态势，欧洲央行将延续此前的宽松货

币政策，虽然目前资产净购买在减少，但

欧洲央行还将继续加强通过利率和债券

再投资的前瞻指引。与此同时，欧洲央行

理事会为保持银行贷款有利条件、保持货

币政策在银行体系有效传导，将启动一系

列新的长期再融资操作。

2018 年，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货

币政策分化源于经济基本面分化，当前货

币政策趋同也离不开对基本面的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更

加关注来自海外的风险，在此前一直强调

需密切关注中国、欧洲等海外经济增长放

缓和英国脱欧谈判等变化。然而，似乎美

国国内的风险在议息会议决议上所占比

重更大。近期，美国房地产数据和就业数

据都开始出现波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

经济出现疲弱迹象。虽然国内的投资信

心仍处于高位，但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

之间的贸易争端仍有可能拖累总体出口。

因此，在最新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

下调了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

调0.2%和0.1%至2.1%和1.9%。美联储虽

然认为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但还是向上

修正了今年的失业率预测数据，并预测通

胀仍将持续放缓。这一宏观基本面因素

是不支持持续加息的。

相比之下，英国和日本央行如市场预

期的鸽派决议更加容易理解。英国央行

需要应对的最大风险就是英国脱欧的不

确定性和外部环境走弱。即使未来英国

需要调整货币政策，也必须在脱欧结果更

加清晰时才会提供更多前瞻指引。

对于日本而言，出口和工业生产放缓

对经济的冲击非常明显。分析认为，年初

以来日本出口基本上“零增长”或者“微弱

下滑”，经济可能仅实现了“微弱增长”或

者“零增长”。花旗银行将日本2019年经

济增速预测下调0.1%至1%。虽然各方预

计政府财政刺激和消费税上调可能会在

2020 年刺激日本经济，但年内日本经济

维持当前态势已成大概率事件。因此，除

非日本经济发生预期之外的衰退或者日

元因避险因素大幅升值，市场预计日本央

行年内都将按兵不动。

欧洲央行重启刺激政策可谓内忧外

患综合因素作用所致。在内部，虽然部分

机构认为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并非欧

债危机以来最差水平，但前瞻数据显示欧

元区经济体的压力不断加大。近期公布

的 3 月份欧元区和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人指数分别为47.6和44.7，不仅都远低于

枯荣线，还分别创下了 69个月和 79个月

的新低。此外，意大利财政预算问题和南

欧国家银行业问题持续出现不确定性，英

国脱欧久拖未决。这些内部因素都将制

约欧元区年内的经济表现。

再看外部，相比当前中美之间频繁密

切的贸易磋商，美欧之间的磋商长期陷入

停滞，欧洲内部的贸易政策分歧、美欧之

间的结构性冲突都意味着这将是一场持

久战。因此，在内外考量之下，欧洲央行

行长德拉吉 3月 27日表示，“虽然欧元区

目前存在扩张的驱动因素，但仍然存在趋

势下行风险”。

展望未来，今年内主要发达经济体货

币政策决策依据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可能

性比较低。因此，市场预计上述发达经济

体今年年底前利率将大概率维持不变，而

且有可能出现进一步降息或者宽松态势，

这也会使全球利率进一步维持在相对较

低水平。

发达经济体央行“鸽声嘹亮”
蒋华栋

近期，美国、欧洲、英国、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呈现出趋同态势，集体

确立了鸽派态度。市场预计，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决策依据发生

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较低，全球利率将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新西兰总理雅辛达·阿德恩日前在新
普利茅斯主持发布《塔拉纳基氢气路线
图》时表示，塔拉纳基作为一个能源供应
基地，未来的发展机遇在于绿色氢气生
产。该路线图是塔拉纳基区域经济发展
计 划“Tapaue Roa”发 布 的 第 一 个 项
目。新普利茅斯市市长尼尔·霍尔顿表
示，塔拉纳基处在新西兰向低排放过渡的
最前沿，是引领新西兰向高价值、低碳经
济转型的最佳地区。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向绿色经济转型，
新西兰政府制定了国家目标：一是到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
平减少30％；二是到2035年，100％电力
供应来自可再生电力；三是到 2050 年实
现零排放。目前，新西兰仅有 40％的能

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资源。
塔拉纳基地区位于新西兰北岛西海

岸，石油、天然气产量丰富。随着政府决
定终止发放新的深海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许可证，能源丰富的塔拉纳基一直在寻求
更环保的替代方案，以维持本地产业发
展。报告预测，未来，该地区将越来越多
地使用电力分解水来制氢，唯一的排放物
是氧气。如果使用可再生电力来分解水，
就将获得真正的绿色氢能。氢可以作为
燃料，特别是用于重型车辆，可以作为诸
如尿素或甲醇之类产品的生产原料，或者

用于长时间存储电能。
塔拉纳基风险投资首席执行官贾斯

汀·吉利兰表示，该地区已制定了生产规
划，当地拥有大量的水、风和太阳能资源，
现有的氢气生产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以
及已建立的能源发电和配电基础设施。
目前，该地区的工业、服务等行业，拥有轻
松进入澳大利亚和亚洲市场等有利条件，
这将进一步支持氢产业的发展，为塔拉纳
基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塔拉纳基港在
处理工业化学产品方面经验丰富，将成为
氢气出口的重要枢纽。

根据路线图，塔拉纳基将建设一个新
的网络，包括在枯竭的气田中储存氢气或
合成天然气，以及在塔拉纳基的燃气发电
厂调峰时使用绿色氢气发电。同时，通过
新建基础设施，该地区天然的海上风能、
海浪资源以及陆上风能、地热能、水能和
太阳能资源可与综合氢气和电力系统整
合。此外，整个地区的氢气加气站等基础
设施也可以与邻近地区连接，使重型车辆
实现长途运输。

新西兰石油勘探和生产协会首席执
行官卡梅伦·马格威克认为，如果采用碳
捕获和封存技术，使用天然气生产氢气也
可以做到零排放。马格威克表示，私人投
资者已经提出了一项具体建议，希望在塔
拉纳基投资试验这项技术。为实现这一
目标，希望政府通过立法，允许在新西兰
开展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试验。这不仅会
推动氢气产业向前迈出一大步，也能实现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向低碳经济转型 实现零排放目标

新西兰发布绿色氢气路线图
本报记者 李学华

随着新西兰政府终止发放新的深海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许可证，作

为传统能源供应基地的塔拉纳基未来发展机遇在于生产绿色环保的

氢气，这将为当地提供新的商业机会，也将推动新西兰向低排放过渡。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宋博奇报道：日
前，由国际能源论坛（IEF）与中国石化联
合主办的《2019中国能源化工产业发展报
告》发布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这是中
国企业首次在海外发布覆盖能源化工全产
业链的发展研究报告。发布会上，来自中
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有关专家分别阐
述了中国能源行业 40 年发展轨迹及未来
趋势、国际石油市场走向、能源结构转型等
议题。

据悉，该报告是中国首部由企业发布
的覆盖经济、能源、炼油、化工行业全产业
链年度研究报告，包括了经济、产业、热点
专题 3 大模块，贯穿能源、炼油、石化上中
下游 3大板块，覆盖能源化工 6大产业链、
40 多个产品，全面分析了 2018 年中国能
源化工市场特征，对2019年产业发展趋势
作出了系统预判。

该报告的发布，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
度评价。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孙贤胜说：

“沙特是全球石油生产大国，也是最大的石
油出口国之一，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原
油进口国。本次发布会对提升中沙两国在
能源行业的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赵刘庆参赞表示，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能源工业的开
放与创新，以及世界能源界合作伙伴的帮
助。本次发布会让沙特更全面了解中国能
源化工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为中沙两国在
能源化工领域进一步广泛合作铺路搭桥。

沙特能源问题专家费萨尔表示，沙特
作为能源出口大国，十分重视与中国在能
源领域的合作，报告对沙特能源行业人士
研究中国市场需求、制定相关合作计划有
很大帮助。

《2019中国能源化工产业

发展报告》在沙特发布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近日，总部位于英
国的品牌估值和战略咨询机构 BrandFinance 公布了其
2019 年度中国最有价值品牌 500 强报告。随着品牌价
值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凭借超强实力和超高性价比在
国际市场上受到用户欢迎，中国品牌国际化正迎来机
遇期。

报告显示，在海外市场上，中国品牌在亚太地区最受
欢迎，占海外市场的44.3%。紧随其后的是北美和南美市
场（31.1%），其次是欧洲市场（24.6%）。尽管中国品牌在
欧洲创造了相对更高的品牌价值，但中国品牌在中东和非
洲的活跃度比欧洲高，这体现了中国品牌对经济高速发展
地区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行业以及工程建设行业
已率先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领头羊。BrandFinance创始
人兼CEO大卫·海格表示，中国品牌通过成功的品牌战略
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华为、阿里巴巴和联想等国际
化的中国品牌实现了品牌价值大幅度增长。

在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品牌中，主要包含了中国最有
价值的一些品牌，集中在银行、保险、电信、公用事业和数
字媒体等行业。品牌巨头所在产业的总价值占到榜单总
品牌价值的75%，未来国际市场的增长潜力也相当可观。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中国以及全球最具品牌价值的银
行，品牌价值增长了 35%，达到了 798 亿美元；在保险业
中，平安集团品牌价值增长了77%，达到576亿美元；中国
移动品牌价值上涨5%，达到557亿美元；微信的品牌价值
增长了126%，达到507亿美元。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下多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
落地，工程和建筑行业品牌价值大幅上涨，赴海外投资的
步伐日益加快。中国中铁的品牌价值上涨了 14%，达到
11.7亿美元；中国中车的品牌价值飙升 20%，达到 80 亿
美元；中国铁建的品牌价值增长24%。

华为作为海外战略的领跑者，47%的营收都来源于
国际市场，其品牌价值增长了64%，高达623亿美元。华
为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实惠价格提供世界一流
技术。

品牌估值和战略咨询机构报告显示

中国品牌国际化迎来机遇期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世界银行日前宣
布，将投资 199 亿欧元（约合 225 亿美元）用于非洲应对
气候变化。该行称，这是 2021 年至 2025 年帮助该地区
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措施之一。

世界银行去年底在第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宣
布了2021年至2025年一系列“气候变化新行动目标”，将
相关投资额增加了一倍，约为2000亿美元，以支持采取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国家，其中大部分投资将集中在应对
全球气温上升、极端天气，以及海平面升高等领域。

此间媒体评论，在2017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
和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融资遭
遇更大困难，国际组织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世行代理行
长格奥尔基耶娃称，非洲人民正遭受着气候变化日益严重
的影响，该地区将面临洪水、干旱和风暴的挑战。

世行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
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随着房地产市场阴跌不止和
股市回调，去年四季度澳大利亚家庭财富共缩水2576亿
澳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降幅达2.1％，创下自
2011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因素，去年
四季度澳大利亚家庭财富实际减少超过3100亿澳元，其
中私人房地产资产缩水约1700亿澳元，金融资产则损失
1400亿澳元左右。

统计数据表明，去年三季度澳家庭财富平均减少
2263.70 澳元，四季度家庭财富平均减少 10198.10 澳
元。这是自 2011年以来首次出现家庭平均财富连续下
降。数据显示，随着家庭财富缩水，澳家庭债务与收入比
率创下近 200％的新纪录。与此同时，澳工资收入增长
非常缓慢，家庭可支配收入不断减少，情况可能还在恶
化。这种所谓的“财富效应”反过来又影响了消费者支出
并打击零售业。

澳家庭财富缩水 2576亿澳元

本版编辑 禹 洋

汉诺威工博会开门迎客

2019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工博会）日前开门迎客。本届工

博会主题为“融合的工业——工

业智能”，共吸引来自全球 75 个

国家和地区的 6500 家参展商参

展，参观人数预计将超过 22 万，

展会将持续至4月5日。

右图 参展商与机械手臂握

手。
下图 SEW-EURODRIVE

集团展示的智能汽车生产线。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摄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央行 4 月 1 日
发表的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显示，企业家们对经营
前景普遍不乐观，主要指数出现 2012年 12月份以来 25
个季度最大跌幅。多家媒体及经济专家分析称，日本
经济复苏可能临近尾声。

日本央行发布的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被称为
“日银短观”，每季度发布一次，是根据日本统计法实行的重
点统计调查之一，其目的是准确把握全国企业动向，为金融
政策运营提供参考。这项调查的对象约为1万家日本企
业，调查结果被国内外政策部门及研究机构广泛采用。

这项调查指数是企业家回答经营状况“好”与“不
好”数值的差额。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型制造业企业
景气判断指数 DI仅为 12，环比下降 7 个点，成为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最大降幅。其中，普通机械行业
指数为 20，下降 27 点；电动机械指数为 9，下降 12 点；
加工机械指数为 31，下降 9 点；釉色金属行业为负 9，下
降 21点。

对制造业打击最大的是国际贸易摩擦造成日本出
口下降。今年以来，由于 IT、半导体设备等需求下降，
日本企业纷纷显现生产减少、出口下滑趋势。特别是
电动机械、普通机械等出口量下降明显。日本最大出
口商品汽车也因面临日美贸易谈判压力，未来出口走
势不甚乐观。

此外，非制造业大企业 DI 指数也下降 3 个百分点，
仅为 21，出现半年来首次下滑；中小企业制造业指数下
降 8 个点，仅为 6；非制造业指数为 12。调查发现，包括
制造业、非制造业在内的全产业全规模设备投资计划
环比有所下降，说明企业家们对投资判断趋于谨慎。

景气指数现25个季度最大跌幅

日本经济复苏可能临近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