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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免职，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吉暗示将在 7 月份降息，中美贸易
谈判前景不明等压力，美联储在会议结
束后发表的声明中称，数据显示劳动力
市场依然强劲，经济活动正以适度的速
度增长。近几个月平均就业增长稳健，
失业率仍然很低。尽管家庭支出增长似
乎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回升，但商业固
定投资指标一直疲软。在过去 12 个月
中，除食品和能源以外的其他项目通货
膨胀率低于 2％，长期通胀预期指标几
乎没有变化。美联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
持就业和价格稳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维持在
2.25%至2.5%。

但是，美联储在声明中强调了对美国
经济未来走势的担忧。声明称，虽然美国
经济活动可能持续扩张，通货膨胀会维持
在 2％目标附近，但这种前景的不确定性
有所增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密切关
注相关数据信息，并将采取适当措施维持
经济扩张。

很明显，特朗普对美联储再次施压未
遂，势必引起他对美联储更大的不满。此
前，特朗普已多次呼吁美联储下调利率以
提振美国经济。特朗普抱怨说，美联储已
变得“非常具有破坏性”，他们犯了一个大

错，加息太快。
尽管美联储本次按兵不动，但美国

经济确实已经黑云压城。各项初步统计
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截至3月
底的 GDP 年增速为 3.2%，2019 年二季
度GDP只有这一增幅的一半。同时，截
至 4 月底的年平均月就业增加人数是
21.2万；5月份新增就业人数骤减至7.5
万。在债券市场上，美债收益率曲线已
经明确发生倒挂，10年期美债收益率低
于 3 个月期美债收益率。目前，美国股
市暂时没有大幅下挫，主要原因在于投
资者预计美联储会降息。

美联储本次议息会议没有降息，意味

着欧美货币竞争性贬值大战将延迟爆发。
在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期

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曾经暗示，美国不
要实施竞争性货币贬值。就在本次美联储
议息会议前一天，德拉吉决定抢先下手，暗
示最早可能在7月份货币政策会议上推出
新的刺激措施。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决
策者将在未来几周考虑降低已经为负的政
策利率，或重启购债计划。

虽然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表示，美元汇率
是美国财政部的事，与美联储无关，但降息
可能带来本币贬值的经济规律谁都否认不
了。不过，特朗普在向美联储施压未遂的情
况下，已经对美元贬值跃跃欲试。

长期以来，欧盟对美国一直维持贸易
顺差。2018年，欧盟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
创纪录的 1390 亿欧元，今年前 4 个月，欧
盟对美国贸易顺差达482亿欧元。特朗普
的一些顾问多年来一直抱怨欧元被大幅低
估，并威胁美国将对进口自欧洲的汽车加
征关税。在德拉吉暗示欧洲央行将降息之
后，特朗普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
洲，“德拉吉刚刚宣布可能出台更多刺激措
施，这立即导致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跌，降低
了他们与美国展开竞争的难度，这是不公
平的”。

市场一直担心，如果欧洲央行和美联
储竞相压低汇率，在贸易战难以平息的情
况下，世界经济将遭受进一步打击。美联
储本次按兵不动，只是将这场竞争性贬值
大战的爆发时间延后，如果特朗普和美国
财政部长姆努钦不口头干预美元汇率的
话，7月30日至31日举行的美联储议息会
议如何决策值得密切关注。

美联储维持2.25%至2.5%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欧美货币竞争性贬值阴云浮现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由于澳大利亚各地都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时行政支出

和公务员开支也在增加，但在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影响

下，消费税和印花税收入大幅下降，导致澳大利亚各州财政入不敷

出，地方债务激增

近日，澳大利亚各州年度预算案陆续
出炉，财政赤字激增引发关注。由于澳大
利亚各地都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
时行政支出和公务员开支也在增加，但在
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影响下，
消费税和印花税收入大幅下降，导致澳大
利亚各州财政入不敷出，地方债务激增，总
规模将增加1000多亿澳元。

根据各地公布的预算，预计到2023财
政年度，澳大利亚8个州和地区政府的净
债务总额将增加一倍以上，从本财年的
810 亿澳元增加到约 1840 亿澳元。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
州3个州新增债务最多。其中，新南威尔
士州在今后几年将新增债务近 500 亿澳
元，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的债务也将分
别增加 320 亿澳元和 120 亿澳元。此外，
西澳大利亚州则是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

出口受益者，计划在未来4 年内将预算
赤字削减16亿澳元。

目前，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是澳大利
亚各地振兴经济的主要手段。澳大利亚
国内五大州计划在未来4年内将预算赤
字扩大两倍，其中1700亿澳元将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据透露，新南威尔士州推
出了一项总额达930亿澳元的基础设施
投资计划，创下历史新高。为此，新南威
尔士州计划通过出售州资产来弥补资金
缺口并减轻债务负担。南澳大利亚州计
划从政府基金中拨出120亿澳元用于基

础设施投资，需要在下个财年追加70亿
澳元的财政赤字。

由于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已严重影响其信用评级。其中，昆士兰
州早就失去了AAA信用评级；新南威
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在中短期内似乎没
有信用降级风险，但随后几年风险很
大。据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分析，目前新
南威尔士州和南澳大利亚州政府财政收
入略有盈余，尚有能力应付不断增加的
地方债，风险可控。经济表现较差的昆
士兰州和北领地等地区，财政状况日益

疲软。据分析，虽然较低的利率水平能够
缓解债务压力，但如果要求各州对总计
1800多亿澳元的债务支付2%的利率，那
么纳税人每年将为此承担 36 亿澳元的
利息。

为了减轻债务负担，澳大利亚各地都
在想办法开源节流。新南威尔士州表示
将削减约2500个公共部门职位以节省开
支；南澳大利亚州将裁撤 1500 多个公共
职位，同时限制医疗、教育和紧急救援人
员工资上涨，以减少 3.6 亿澳元的公共支
出。但是，这一计划可能遭遇强烈反对，
该州政府将不得不通过额外融资来减轻
债务负担。

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层面看，预计到
2021 年，澳大利亚财政盈余将回升至 10
亿澳元以上，主要依赖房地产市场预期回
暖，房产印花税收入将大为增加。为了实
现财政盈余目标，澳联邦政府还计划在未
来几年内削减多达3000个公共部门后勤
职位，同时减少咨询、广告、IT和法律等外
包服务支出。

基建投入加大 财政入不敷出

澳 大 利 亚 地 方 债 务 激 增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翁东辉

（新华社记者 郑 悦编制）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制定

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在经历两天会议后于当地

时间6月19日下午决定，维持

联邦基金利率在2.25%至2.5%

区间不变。美联储继续按兵

不动，意味着还需要对美国经

济“等等看”，也意味着欧美竞

争性贬值开战时间延后

近年来，中朝两国文化教育领域合作日趋活跃，两国教育交流日益密切，规

模不断扩大。目前，中国每年向朝鲜派遣60名左右公派留学生，在中国各大院

校理工农医专业学习的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朝鲜留学生常年保持在约400人的

规模。图为朝鲜平壤科技大学校门。 （新华社发）
中朝教育交流合作密切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
近日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德国经济增速将降
至 0.6%，这是自 2013 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最慢的一
年。尽管该研究机构对明年德国经济能够实现1.7%的
增长相对乐观，但其中还包括了明年大量假日与周末重
合等因素。如果刨除这些因素，明年德国经济实际增速
只能维持在1.3%左右。德国央行不久前也同样将德国
今年经济增速下调至0.6%。

伊福研究所报告指出，当前德国经济令人担忧的问
题在于，此前对德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国内
需求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伊福研究所专家表示，目前工
业领域增长疲软态势已经开始向就业市场传导，并对国
内整体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德国央行在报告中也指出，
德国制造业持续疲软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负面
因素。

在就业方面，伊福研究所报告指出，从今年开始德国
失业人口回落速度将有所减缓。今年德国失业人口总数
预计为225万人，明年将回落至219万人。失业率分别
为4.9%和4.8%。尽管德国就业仍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形
势，但向好势头将有所减弱。

伊福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对德
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十分明显。鉴于德国大量制造业企
业对出口的依赖度很高，全球范围内需求下降，特别是中
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对德国出口贸易产
生了不小冲击。

伊福研究所专家沃梅尔豪泽表示，试图以孤立、制裁
和威慑为手段来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的政策，极大地提高
了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给经济增长和国
际贸易带来了极大威胁。但是，伊福研究所的报告同时
指出，如果全球贸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明年德国出口增
速仍有望恢复到3.8%左右的正常水平。

相较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德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增
长前景则相对乐观。近日，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表示，当
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影响德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一
旦中美双方解决了这一问题，世界经济将重新获得增长
动力。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久前表示，德国必须继续保持
经济增长势头，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大在基础设施、数字化
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伊福经济研究所最新预测

德国今年经济增速将降至0.6%

日前，“洛菲斯杯”第三届中欧华语歌唱大赛暨2019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匈牙利分
赛区选拔赛在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此次匈牙利赛区还增
设了友谊组比赛，以吸引当地的中文歌曲爱好者参赛，受
到热烈欢迎。图为12岁的中匈学生组合在共同演唱《荷
塘月色》。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摄

以歌会友 共唱友谊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6 月 19 日发
布，清华大学因其不断提高的全球综合
实力排名全球第16位，北京大学则从全
球第30位上升到第22位。中国这两所
顶尖大学取得了历史上最高的世界排
名，中国大陆排名前10位大学的学术实
力已能够与美国媲美。

作为世界三大权威排名之一，本次
QS 世界大学排名结果基于过去 5 年全
球151个国家和地区94000名顶尖学者
和45000家用人单位的同行评议，以及
对全球最大论文数据库 Scopus/Else-
vier中1350万学术期刊论文和7400万
论文引用的数据分析。

排名显示，中国大陆大学的学术实
力和影响在不断上升。在 42 所进入本
次排名的大陆大学中，32所大学在衡量
学术影响的师均引用指标上排名上升。
中国大陆排名前十位的大学过去5年间
共发表 42.8192 万篇研究论文；与此相
比，美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总共发表了
44.3996万篇论文。这意味着中国与美
国的论文产出数量差只有15805篇，去
年的差距为37233篇，差距不断缩小。

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巘表
示，近年来中国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
响力显著增强，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
展。中国对世界一流科研的高度重视和
持续大力投入带来了学术实力上的突飞
猛进。

中国高校世界排名创新高

本版编辑 徐 胥

据新华社柏林电 德国西门子公司日前发表声明
说，为节约成本、应对行业变化，在全球范围内，计划从天
然气和电力部门削减2700个工作岗位，其中在德国削减
1400个工作岗位。

声明说，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增长降低了对燃气涡
轮机的需求，导致天然气和电力业务拖累公司业绩增
长。由于行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为提高公司竞争力，天
然气和电力业务需要节省 5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1.12 美
元）成本。

西门子董事会成员莉萨·戴维斯当天在声明中表示，
计划中的措施将创造更多增长机会，应对来自能源市场
竞争者的挑战。

西门子上月宣布，将剥离旗下天然气和电力业务，通
过重组来创造新增长领域。

西门子计划全球大幅削减岗位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墨西哥参议院19日通过了
旨在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协定”，在三国中率先批准这一协定。

墨西哥参议院当天以114票赞同、4票反对、3票弃
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一协定。

重谈北美自贸协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重要竞选承
诺。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终止1994年生效
的北美自贸协定，批评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
失。更新北美自贸协定首轮谈判于 2017 年 8 月正式
启动。

美墨加三国去年9月30日就更新北美自贸协定达
成一致，新的贸易协定被命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协定”。去年11月三国正式签署协定文本，目前美国和
加拿大立法机构尚未批准这一协定。

墨西哥参议院批准美墨加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