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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行长会吸引全球目光——

美英澳央行行长吐槽保护主义
本报记者

蒋华栋

在今年的杰克逊霍尔
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欧洲
央行和日本央行行长缺席，
但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主
要经济体增长疲态显现的
形势下，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三国央行的表态仍然吸
引了全球目光，成为各方窥
探主要央行后续宽松路径
的窗口。

鲍威尔：
三低“新常态”很头疼
最受投资者关注的无疑是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讲话，但他却先给全球投资者上
了一堂历史课，着重介绍了二战后美国经
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和相关应对政策，强调
2010 年以来美联储面临的是低通胀、低
利率、低增长的“新常态”。鲍威尔说：
“联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收集广泛的数据资料，
在深度评估当前经济状况和未来前景及
风险后作出决策。”
市场认为，鲍威尔这一表述并没有为
市场提供过多的前瞻指引。但是，仔细分
析，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当前局势
的焦虑和不安。鲍威尔在演讲中强调，面
临三低“新常态”，如果是在传统的典型宏
观经济领域，美联储有足够的经验和先例
来处理，但目前贸易政策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纳入传统政
策框架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制定贸易

政策是国会和政府的事，不是美联储的事
情，美联储没有先例来指导自身应对当前
的局势。”鲍威尔说。
当下，没有先例可循的美联储已经开
始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虽然美国政府一
直强调美国经济强势，但鲍威尔认为，自
2018 年年中以来，随着贸易不确定性不
断造成全球经济放缓和美国制造业及资
本支出疲弱，美联储需要重新评估其政策
框架。鲍威尔表示，为了应对政策利率接
近零状态下可能出现的长期经济风险，美
联储不得不重新评估其货币政策、工具
等，并研究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可以使用
的货币政策工具。

卡尼：
各央行决策“压力山大”
相比于鲍威尔四平八稳的“太极推
手”，即将卸任英国央行行长的马克·卡尼
似乎更“放得开”，其讲话的核心基调是吐
槽当前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失衡和以美国
贸易保护主义、脱欧不确定性为代表的政

治不确定性对于央行决策的压力。
卡尼开篇大谈英国经济形势，表示当
前接近均衡水平的英国经济未来极有可
能因无协议脱欧大幅偏离均衡水平，面临
增长疲弱和通胀高企困境。
卡尼的讲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
当前全球经济动力下滑的根源是政治不
确定性。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全
球经济增长势头疲弱冲击。在当前全球
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宽松预期明显的趋势
下，全球增长动力下滑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明显高于预
期，贸易保护主义相关风险扩散的广度、
持续长度和破坏力烈度也明显高于预
期。这些因素在冲击全球投资活动的同
时，也导致全球均衡利率水平持续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央行对货币政策空间的担
忧。二是借回顾和展望英国经济发展态
势告诫各国政客，英国内外政治不确定
性对本国投资的冲击也是其他发达经济
体需要汲取的教训，千万不要忽视贸易
紧张局势对于全球商业信心和投资活动
的潜在影响。

德国就业人数保持增长

禹

洛威：
发达国家政策是“祸根”
最后发言的澳联储主席菲利普·洛威
秉承了其直白特点，不仅明确表示“面临
政治不确定性冲击的全球经济困境，央行
行长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时更加明确
地将问题根源指向了发达经济体的政策
制定者。
洛威说：
“ 我们正在经历各类政治冲
击，并正在转变为经济冲击。基础设施投
资和结构性改革比降息更能够促进经济，
但各个国家的政客都不愿意去做。结束
政治不确定性同样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红
利，但也在政客影响下无法实现。如果这
三方面的制约都无法解决，那么当前货币
政策承担的压力就太大了。”

旅比大熊猫
宝宝来啦

据 新 华 社 柏 林 电 （记 者 朱 晟
张雨花）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德国
就 业 人 数 约 为 4520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1％，保持了增长势头。
数据显示，二季度德国就业人数
比去年同期增加 43.5 万人，比上一季
度增加 32.4 万人。经季节调整后，当
季就业人数环比增加 5 万人。
德国联邦统计局在一份声明中
说，伴随天气转好和户外工作增加，每
年二季度就业人数均会出现增长。包
括公共服务、教育和健康领域在内的
服务行业用人需求增长，是今年第二
季度就业人数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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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还从更深层次的全球金融货币
体系失衡分析了当前央行的困境。他表
示，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强化和经济
秩序重构过程中，美元仍然处于主导地
位，这造成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内部非对
称性失衡不断加剧。即使是与美国保持
最小贸易投资敞口的国家也无法摆脱美
国 政 策 的 外 溢 效 应 ，美 国 近 两 年“ 无 厘
头”的经济政策更造成了当前全球性的
增长乏力。
卡尼表示，2018 年以来，美国政府在
国内经济接近完全就业的情况下实施财
政刺激，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收紧货币政
策。考虑到美元主导地位和全球市场一
体化态势，其他经济体原本需要相对宽松
的货币政策环境，但却普遍受到了强势美
元和全球金融环境收紧的冲击。因此，
2019 年初，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体增速
仍然低于潜在均衡水平，8 月份时这一比
例已经上升至六分之五。
基于上述分析，卡尼不无担忧地表
示，央行决策者面临三大挑战，即主要经
济体政策不确定性凸显、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风险上升、全球主要央行政策空间有限
无法应对未来进一步的负面冲击。这三
大挑战也将在未来进一步抬高全球经济
通缩风险。

日前，中国旅比大熊
猫“好好”的幼仔在比利时
布吕热莱特天堂动物园
首次公开亮相。据园方介
绍 ，中 国 旅 比 大 熊 猫“ 好
好”8 日产下龙凤胎，目前
两只幼仔体重均超过 450
克，非常健康。图为饲养
员照顾大熊猫“好好”的雌
性幼仔。
（新华社发）

洋

让步小

收获少

日美经贸谈判达成原则性协议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日美贸易谈判达成原则性协议,但细节磋商仍然任务艰巨。谈判
8 月 25 日，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
（G7）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并召开联合记者会，宣
布日美经贸谈判达成原则性协议，并期待
9 月份签署正式谈判协定。日美领导人
围绕同一主题一天之内两次会谈，打破了
外交惯例。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
在贸易协定之外同意增加采购美国过剩
的玉米等饲料，这可能是特朗普此次出访
的唯一“成绩”。
对多边磋商毫无兴趣的特朗普，希望
在 G7 峰会上用美日经贸谈判取得的双边
成果彰显“成绩”。日本也抓住了美方心
理和机会，促成了此次谈判。
此前，从 8 月 21 日开始，日本经济财
政大臣茂木敏充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
特希泽连续 3 天举行了 11 小时谈判，并
宣布日美经贸谈判达成框架性协定。其
内容包括，日本接受美国要求，将降低对
美国牛肉猪肉及农产品的关税标准；对于
日本要求美国取消汽车零部件及工业品
关税问题，美方只同意逐步取消零部件关
税，对整车关税问题留待以后专题谈判。
茂木敏充称，日本期待两国领导人在 9 月

结束意味着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的“谈判期间不得发动新制裁”
已过时效。任性善变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协议生效前是否会挥舞制裁
大棒，再次提高要价？日本政府提心吊胆。

份签署协议文件，年内得到两国国会批准
并使其正式生效。但日本各界担心，美国
方面可能出尔反尔，随时推翻协议，提高
要价重新谈判。
本来，在 3 年前的 TPP（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谈判中，日美已经就农产品、
工业制品市场开放问题达成协定。但由
于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 TPP 协定，使美
国在日本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美国
牛肉出口日本被征收 38.5%的关税。与
日本共同执行 TPP 协定的澳大利亚等国
的牛肉关税则已下降至 26.6%。美国对
中国挑起贸易战后，其农产品出口在中国
受到限制，急于找到新市场，缓解来自美
国农民和出口商的压力。为此，美国迫切
期望打开日本市场。
日本坚持 TPP 标准也有其深层次原
因。一方面，日本与其他十国签订的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已经生效，
如果对美作出更大让步，
必将招
致成员国要求重新谈判；
另一方面，
在 TPP
谈判开始后，日本向国内农民提供了多种
补助等安抚措施。如果对美让步超过此标
准，
必将引起国内农民反对。
在此次谈判中，由于日美双方均拒绝
作出大幅度让步，因此谈判成果也无更大
收获。美国要求日本扩大进口黄油、奶
酪、脱脂奶粉等 33 种畜产品，并要求承诺
进口总量,日本未接受；谈判重头戏汽车
关税问题也被留待以后协商。日本媒体
在报道谈判成果时称：
“这一成果低于
TPP 协定标准。”
另外，
美国在重视商品贸易的同时，
还
要求对服务贸易举行磋商，
4 月份日美经贸
谈判时曾同意增加数字经济谈判内容。为
呼应美方要求，在 6 月份举行的 G20 大阪

峰会上，日本还牵头召开了有关国家领导
人参加的数字经济专题会议。但此轮日美
谈判，
对数字经济的协调似无进展。
虽然日美经贸谈判达成框架协定，但
并无实质收获。莱特希泽称，新协定可能
给美国带来 70 亿美元的新市场，但对解
决 676 亿美元的美日货物贸易逆差作用
有限。
在金融领域，特朗普政府多次指责近
年来日本货币贬值是贸易不平衡的根本
原因。在美国判定“汇率操纵国”三项标
准中，日本已达到两项，因此这可能成为
今后谈判的新重点。
对 比 日 美 框 架 协 定 与 TPP 协 议 内
容，日本对美让步已接近底线，但汽车贸
易这一重要领域尚未开谈。今后，在讨论
汽车关税时，日本拿什么与美国交易成为
新课题。
专家分析认为，虽然日美贸易谈判达
成原则性协议，但任性善变的特朗普在协
议生效前是否会再次提高要价，让日本政
府提心吊胆。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两国
首脑达成的只是原则性协议，希望两国相
关部门进一步充实内容。由此可见，细则
磋商任务艰巨。而且，谈判结束意味着安
倍要求的
“谈判期间不得发动新制裁”
已过
时效，日本更担心美国随时挥起新的制裁
大棒。

上半年中德贸易额近千亿欧元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
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德国双边
贸易额达到 990 亿欧元。中国继续位列德国最重要贸易
伙伴。数据显示，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中国的出口额
为 470 亿欧元，从中国的进口额为 520 亿欧元。从 2016
年开始，中国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数据显示，中国是向德国出口产品最多的国家，对德
出口额为 520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荷兰名
列第二，对德出口额为 507 亿欧元，同比增长 4.6%，美国
名列第三，对德出口 348 亿欧元，同比增长 9%。
美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对美出口额为
583 亿欧元，同比增长 4.3%。法国位列第二，为 550 亿欧
元，同比增长 1.5%。中国排名第三，出口额为 470 亿欧
元，同比增长 4.1%。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署长弗里德里希认为，最新
数据表明，德国作为全球进出口经济体在政治冲突和经
济放缓形势下仍具一定稳定性。无论舆论氛围如何悲
观，德国与中、美及其他国家仍旧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合作
伙伴关系。

中国向柬埔寨捐赠办公设备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日前，中国向柬埔寨西
哈努克省捐赠物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柬使馆举行。中国
驻柬大使王文天与西哈努克省长郭宗仁出席仪式，双方
还就中柬地方合作等交换了意见。
王文天高度赞赏并欢迎柬政府全面取缔网络赌博的
决定。王文天表示，该决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中柬双边关
系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柬埔寨特别是西哈努克港经
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他表示，今年是中柬执法合作年，中
柬两国警方将继续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危害两国人
民利益的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感谢西
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王文天说，柬埔寨中国商会正在筹备成立西哈努克
港分会，以便为更多中柬企业牵线搭桥。中国政府将鼓
励更多优质中资企业到西省投资兴业，继续支持西哈努
克经济特区重点发展临港工业，推动西省经济又快又好
发展。
郭宗仁认为，禁止网络赌博的确将有效改善西省治
安，净化西省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游客到西省旅游经商，
实现西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西省政府将继续配合
中方加大对非法网络赌博的打击力度，把西省变为企业
投资的净土和旅游胜地，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西港投资
兴业。

银联进驻南非第二大连锁超市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银联国际日前
宣布与南非第二大连锁超市 Pick n Pay 达成合作，银
联卡持卡人将可在南非本地全部 1800 家 Pick n Pay 超
市门店使用银联卡支付。
银联国际非洲分公司总经理张鲁平表示，通过此次
合作，银联国际将为 Pick n Pay 提供优质、安全和便利
的支付服务，银联卡持卡人在南非的支付体验也将得到
大幅提升。
Pick n Pay 营销主管约翰·布拉德肖表示,Pick n
Pay 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支付方式。银
联是全球发卡量最大的国际卡组织。通过与银联合作，
将为 Pick n Pay 的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支付选择。

英国人口增长率创 15 年新低
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梁希之 王沁芳） 英国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英国人口数量在
2018 年年中达到 6640 万，2017 至 2018 年人口增长率仅
为 0.6％，是 2004 年以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其中外来移
民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英国国家统计局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萨拉·
科茨说，英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寿命延长，孩
子的数量减少，这意味着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这
份最新报告指出，预计到 2050 年，英国四分之一人口将
为 65 岁及以上。
据估算，预计到 2029 年中期，英国人口将超过 7010
万，到 2041 年中期，英国人口达到 7290 万。相比之下，
英国人口在 1951 年还不到 5030 万。
英国国家统计局还说，
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内，
自然增
长是英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迁移则是次要原因。
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情况发生变化，从 1998 年开始，净
移民影响力逐渐增加，
成为英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演”出吉尼斯世界纪录

日前，第 26 届国际街头乐队艺术节在墨西哥西部
城市瓜达拉哈拉举行，882 名舞者身着墨西哥街头乐队
典型表演服饰齐聚一堂，打破世界上最大规模民俗舞
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图为两名街头乐队表演者跳
起舞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