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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2018年增长“倒春寒”后，

欧元区经济在今年上半年仍未摆脱低迷

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

国际机构纷纷对此表示担忧，并先后向

欧元区出示“黄牌警告”，提醒欧元区做

好应对新一轮衰退的准备。在此压力

下，欧洲央行近期在货币宽松政策问题

上的表态基调逐渐偏“鸽”，引发了市场

对欧元区货币政策转向的猜想。有分析

认为，欧洲央行年内采取新的刺激措施

已是大概率事件，但在当前政策操作空

间有限的情况下，欧洲央行或将采取渐

进方式，逐步推出新的宽松举措。

“眼下经济增长乏力，未来挑战更

多”，不仅是当前欧元区经济态势的真实

写照，也是欧洲央行不得不考虑新一轮

刺激措施的理由。欧盟委员会在近日公

布的季度展望报告中，虽维持了对欧元

区今年经济增速 1.2%的评估，但再度下

调了欧元区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将

欧元区明年的经济增长预估由此前的

1.5%下调至1.4%。

欧委会认为，外部环境对欧元区增

长前景影响明显，尤其是当前全球贸易

局势不稳，美国不断威胁将对欧盟征收巨

额惩罚性关税等负面因素，严重威胁着欧

盟的经济增长前景。除此之外，欧委会还

“点名”今年以来增长乏力的德国和意大

利，指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

体的低迷表现，是当前欧元区经济增长放

缓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欧委会是受制于欧盟机构运

行限制，仅能在上述评估中“摆事实”，那么

IMF发表的评估报告就是在“讲道理”了。

在这份报告中，IMF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欧

元区面临长期低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欧

洲央行维持货币宽松的计划至关重要，特

别是一旦通胀预期持续恶化，欧洲央行可

能需要采取包括新一轮资产购买计划在内

的更多宽松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IMF 总裁拉加德 7 月

16日已宣布辞职，为今年11月份担任欧洲

央行行长一职做准备。这份报告是拉加德

在 IMF 任内批准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

因此，有解读认为，报告在对策建议部分

强调的“若衰退的风险不断提升，决策者

需准备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这更

像是拉加德在“隔空传话”给欧洲央行行

长德拉吉。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强，德拉

吉近期特别就宽松问题作了表态。在上

个月的欧洲央行年度会议期间，他首次

在公开场合“暗示”欧元区未来会再度采

取宽松刺激政策。外界注意到，德拉吉

虽然强调欧洲央行已经在考虑引入“所

有必要的政策工具”以确保经济增长，但

在具体论述中，他特别提及了下调利率

和资产购买两大刺激选项。凯投宏观经

济学家安德鲁·肯宁汉姆认为，德拉吉上

述表态打开了欧元区宽松政策的大门，

是欧洲央行高层“迄今为止有意重拾宽

松政策最明确的迹象”。随后有消息传

出，欧元区多国领导人要求欧洲央行“尽

快实施更多适当的宽松政策”。

在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6月份货币政

策会议纪要中，欧元区货币政策宽松化的

信号进一步明晰。纪要显示，当前欧元区

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济增长前景可

能再度恶化。为此，欧洲央行执委就准备

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立场达成了共识。在

具体措施层面，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

利普·莱恩提议，下一步可采取恢复资产购

买计划、降低利率、加强前瞻性指引等措

施。他的建议得到了其他执委一致认可。

纪要显示，欧洲央行内部近期还将围绕定

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条款和指引

协调最终立场。

目前，在量宽政策即将“卷土重来”，多

项刺激措施已基本圈定的大前提下，欧洲

央行下一步如何打好政策“组合拳”逐渐成

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此间多家机构分析认

为，预计欧洲央行将在今年夏秋两季开始，

逐步使用政策工具刺激增长。结合欧元区

实际金融形势，预计欧洲央行将率先采取

调整前瞻指引和降息举措。

标准普尔在近日发布的相关报告预

测，欧洲央行即将在今年中期调整前瞻

指引，为后续的降息创造条件。丹麦银

行分析师延斯·彼得森撰文指出，在宽松

路径选择上，考虑到直接开启新一轮资

产购买只会让欧洲央行面临流动性过剩

难题，先行调低存款利率或许是更明智

的选择。

欧洲央行渐入“宽境”
陈 博

当前，欧元区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济增长前景可能再度恶

化。欧洲央行近期在货币宽松政策问题上的表态基调逐渐偏“鸽”。但

在当前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欧洲央行或将采取渐进方式，逐步

推出新的宽松举措。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
近日，阿联酋财政部及联邦税务总局针对
增值税退税出台新规，将来阿游客增值税
现金退税每日限额由此前的 10000 迪拉
姆（约合 2740 美元）调整至 7000 迪拉姆

（约合1918美元）。此项规定旨在减少现
金交易，鼓励使用数字货币支付及智能支
付，使用信用卡支付退税不受此规定
限制。

阿联酋自由贸易协定总干事哈立德·
阿尔布斯塔尼表示，新规是为了配合阿联
酋在金融交易中减少对现金依赖的总体

战略，充分发挥先进的数字支付系统优
势，提升阿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参与度。

上个月，阿联酋在全国各出关口岸都
设置了自助退税柜台，以便于游客更快捷
地完成增值税退税。使用自助退税系统
的游客将通过信用卡获得退款，且没有任
何金额限制，操作十分简单，仅需在线上
完成相关步骤，包括确认有资格享受增值
税退税、确认将携带购买商品出境，然后
通过系统后台处理便可完成退税。需要
注意的是，游客申请退税需携带商家开具
的退税发票、护照及信用卡。

阿联酋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征收增
值税，税率为5%。2018年11月18日，阿

“游客退税计划”正式实施，符合退税条件
的游客有资格返还购买商品所支付的税
款。退税的审查步骤，一是由联邦税务局
确认顾客身份是否为外国游客；二是该名
顾客是否在阿联酋境内购买了该商品；三
是申请退税时需要提供购买商品的发票；
四是要在购买商品后 90 天内申请退税；
五是顾客信息及商品明细注册，签发退税
文件。申请退税的最低金额为 250 迪拉
姆，游客需支付退税金额15%的管理费。

阿联酋调整游客增值税现金退税限额

“游客退税

计划”促进阿联

酋旅游业发展。

图为阿布扎比市

区的一家商场。

王俊鹏摄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近日，国际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报告，将印尼
首都雅加达列为“东南亚空气质量最差
城市”。消息一出，印尼举国上下震惊
不已。

这份名为《雅加达的沉默杀手》的
报告，对全球数百座城市的空气质量展
开检测，雅加达排名第161位，在东南
亚倒数第一。报告说：“2018 年日均
PM2.5 指数为 45.3，分别是世界卫生组
织和印尼政府设定上限值的 4.5 倍和 3
倍。”

报告认为，导致雅加达空气污染的
最大原因是摩托车和汽车尾气排放超过
环境承载能力；其次是周边火电项目近
年来纷纷建成运营，导致有害气体排放
超标；再次是非法焚烧垃圾。雅加达特
区政府这些年来治理空气污染措施不
力，公众舆论监督也不到位，实施了 20
年的全国空气质量标准更是早已过时，
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标准。

更为糟糕的是，该报告称印尼空气质
量监控设备和技术严重不足。印尼环境和
森林部目前仅在刚举办完 2018 年亚运会
的雅加达大体育场设有一个监测站，雅加
达特区政府也只设立了5个小型监测站且
没有一个能提供实时监测数据。该报告的
技术支持方——一家名为“空气视野”的软
件公司表示，自 2017 年以来，雅加达空气
质量从未被列入“有利居民健康”的类别。
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雅加达日均 PM2.5

指数仍高达 42.4，这对敏感人群的健康很
不利。

报告发布后，雅加达特区行政首长阿

尼斯坦承：“空气质量不佳令人忧心。”印
尼主流媒体《雅加达邮报》立即刊文向广
大读者介绍 PM2.5产生的原因及其致霾
后对人体健康和生活环境的危害。不仅
如此，印尼经济管理部门已开始着手研
究由此引发的病假增多、住院率提高、医
疗卫生补贴增加等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副
作用。有雅加达居民接受采访时表示：

“过去只是觉得雅加达空气不好，会嘱咐
老人、孩子、孕妇、病人等特殊人群出门
要戴口罩。现在看来，如果这座城市不
是受热带海洋性气候影响而多雨、多风，
结果将更具灾难性。”

对此，多数印尼有识之士提出了具有
操作性的整改方案。一是尽快增加监测
站数量和空气质量监控设备，不仅要在雅
加达部署，还要在周边几个省部署，以防
范有害气体跨地区扩散；二是加大空气排
放相关研究力度和投入规模，重点研究交
通、煤电、工业生产、家庭生活等领域排放
情况；三是加快更新并完善雅加达乃至全
国空气质量标准，向先进国家和全球标准
看齐。

印尼的“学生娃”们已经先行一步。
印尼东爪哇省玛琅市的大学生们自主研
发了名为“SMOQ”的空气质量监控技术
和设备，可通过智能手机应用远程控制监
测 设 备 。 主 要 发 明 人 莱 纳 尔 介 绍 说 ，
SMOQ 装有四个监测探头，能监测烟尘、
二氧化碳、气温等关键指标，并根据上述
指标给出正常、预警、警戒三个评级，数据
可即时上传手机应用，并存储、分析和出
具报告，报告结果可直接供政府环保部门
参考，公众也可利用该结果自我保护。

国际环保组织报告显示——

雅加达成东南亚空气质量最差城市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

涛报道：法国经济类报纸《回
声报》近日报道称，2019年前
4个月，法国商品出口同比增
长了约90亿欧元，但工业产
品订单已下跌至 2014 年 10
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
对外贸易仍充满不确定性。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
外贸部门的风险积累始于
2018年末。2018年，出口部
门与商业投资共同推动了法
国经济增长。2019年，法国
国内需求与家庭消费逐步成
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贸
易部门面临的风险日益凸
显。虽然法国2019年前4个
月出口总额与 2018 年同期
相比增加了约90亿欧元，使
法国今年年初对外贸易形势
达到 2011 年以来的最佳状
态，但出口单一、外部环境不
稳、竞争乏力及可持续性差
等弱点仍然存在。

法国信用保险公司裕利
安宜的经济学家斯坦方·科
里亚说：“当前，法国对外销
售额增长的一半来自航空和
化学这两个相对弹性较大的
领域。奢侈品行业的出口也
呈现蓬勃发展势头。另外，
农业出口特别是对非洲的粮
食销售也较为活跃，但这几
个主要出口部门均面临后劲
不足风险。”

法国统计局 6 月份发布的一项商业环境调查显示，
法国境外工业产品订单大幅缩水，并下跌至 2014 年 10
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外贸信贷保险公司科法斯首
席经济学家朱利安·马希里表示，法国目前正越来越多地
受到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影响，尽管这些影响主要是间接
的，但仍对商业领域信心及商业投资水平等造成冲击。
同时，在紧张的贸易环境下，作为法国工业支柱之一的汽
车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法国汽车供应商出口在 4 个月内
下降了4亿欧元。

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维洛妮可·加诺德表示：“虽
然法国经济因获得了几份工业领域的大宗商品订单，特
别是航空领域的合同，使其在面对全球经济放缓时更具
抵抗力，但也由于此类合同的周期惯性较强，很难在短期
内持续发挥提振作用。”

另有专家对法国外贸形势表示乐观，认为法国不仅
是一个依靠出口的国家，还拥有众多跨国公司，将通过其
在全球范围内投资生产，使利润回归本土。法国国际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圣巴斯蒂安·让指出：“尽管目前全球经
济出现放缓，但法国仍有约500亿欧元的年净收入，且具
有很强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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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届“斯拉夫巴扎”国际艺术节16日凌晨在白俄

罗斯北部城市维捷布斯克落下帷幕。图为演员在“斯拉

夫巴扎”国际艺术节上表演。 （新华社发）

“斯拉夫巴扎”国际艺术节闭幕

本版编辑 徐 胥

据新华社巴黎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其成员国今年第一季度整体就业
率较前一个季度小幅上升0.1个百分点至68.7％。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就业率环比上升0.2
个百分点至67.8％，其中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
国就业率均不同程度上升，比利时、法国就业率出现下降。

在欧元区之外，一季度就业情况改善较为明显的国
家包括墨西哥、日本和英国。同期，加拿大、韩国和美国
就业率均微升 0.1 个百分点，分别为 74.2％、66.7％和
71.1％。相比之下，土耳其就业率连续第二个季度下降，
降至50.8％。

就经合组织整体而言，2019年第一季度青年（15至
24 岁人口）就业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达到 42.2％，升幅
高于其他年龄组；女性就业率提高 0.2 个百分点至
49.8％，男性就业率则稳定在65.3％。

经合组织总部位于巴黎，现有 36 个成员国，其中大
部分是发达国家，也有墨西哥、土耳其等少数新兴经济体
成员国。

经合组织国家一季度就业率升至68.7％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高

攀 熊茂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执 行 董 事 会 16 日 宣 布 接 受
IMF 总裁拉加德的辞职请求，执董会
将 立 即 启 动 遴 选 下 任 IMF 总 裁 的
程序。

当天早些时候，拉加德正式向
IMF 执董会提交辞去 IMF 总裁一职
的辞呈，辞职将于 9月 12日生效。拉
加德表示，她在获得欧洲中央银行行
长提名后的程序目前更加清晰，她做
出辞职决定是为了加快遴选下任IMF
总裁的程序。

IMF 执董会对此发表声明说，执
董会接受拉加德的辞呈并感谢她担
任总裁期间为 IMF 所做的一切。声
明说，在拉加德领导下，IMF 成功帮
助其成员应对一系列复杂和前所未
有的挑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和余波。

声明说，IMF 执董会将立即启动
下任总裁的遴选程序，执董会对利普
顿在过渡期间担任 IMF 代总裁充满
信心。

欧洲理事会 7 月 2 日提名拉加德
担任下任欧洲央行行长。随后，拉加
德宣布在提名期间暂时卸任 IMF 总
裁一职。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被任
命为IMF代总裁。

拉 加 德 曾 任 法 国 财 政 部 长 。
2011年 7月，拉加德正式就任 IMF总
裁，成为 IMF 历史上首位女性总裁。
2016 年 2 月，IMF 执董会一致同意拉
加德连任总裁一职，自2016年7月开
始其第二个五年任期。

IMF将启动下任

总 裁 遴 选 程 序

据新华社伦敦电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 15 日宣
布，为纪念英国已故著名数学家艾伦·图灵在计算机领
域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将在新版 50 英镑纸币上使用
他的肖像。

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表示，图灵是一位杰出的
数学家和战争英雄，被誉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
父”，他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
大影响。2018 年，英格兰银行决定在新版 50 英镑纸币
上使用科学领域突出贡献者肖像，并由公众进行提名。
随后，该行从公众提名的 900多个符合条件的人物中挑
选出 12 名候选人。据悉，新版 50 英镑纸币预计将于
2021年年底前开始流通。

英国新版纸币将用数学家图灵肖像

导致雅加达空气污染的最大原因是摩托车和汽车尾气排放超过环

境承载能力；其次是周边火电项目近年来纷纷建成运营，导致有害气体

排放超标；再次是非法焚烧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