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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
OECD）日前发布最新《OECD经济展望》
预测：全球经济2020年仅能实现2.9%的
增长，较该组织9月份预测下调了0.1%；
2021年也不会超过3%，全球经济增速将
进入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慢时
期。OECD秘书长古里亚表示：“我们正
迈向这样一个未来：经济长期低增长，生
活标准快速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首席经济学家郭皮纳斯认为，约七
成经济体都在经历减速，全球经济正处于
异常敏感时期。

报告称，美国今年和明年增速分别为
2.3%和 2%，2021 年恐难超 2%。欧元区
从2019年开始增长接近停滞，今年和明
年增速分别为1.2%和1.1%，2021年回升
至 1.2%。其中，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经
济体，今年和明年增速分别降至 0.6%和
0.4%，但到 2021 年有望回升至 0.9%；法
国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今年和明年
增速分别维持在1.3%和1.2%，2021年仍
不见起色；意大利作为第四大经济体，今
年和明年增速分别为0.2%和0.4%，2021
年小幅升至 0.5%，但其失业率将从今年
的10%升至后年的10.2%，经济增长愈加
依赖超低利率刺激。正在脱欧进程中的
英国，今年和明年增速分别为 1.2%和
1%，较该组织9月份预测分别提高0.2%
和0.1%。日本今年仅能实现1%的增长，
明年将降至0.6%。

相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展现出更强韧性。中国今年经济增
速有望达到 6.2%，较 9 月份预测提高
0.1%，2020年和2021年经济增速仍能分
别达到5.7%和5.5%。印度、南非、墨西哥
增长前景向好，三国今年和明年增速分别
为 5.8% 、0.5% 、0.2% 和 6.2% 、1.2% 、

1.2%；2021 年更有望分别实现 6.4%、
1.3%和 1.6%的增长。印尼经济总体稳
健，今明两年均保持在5%，后年小幅升至
5.1%。阿根廷经济衰退程度收窄，今年
和明年增速分别为-3%和-1.7%；2021
年有望复苏，实现0.7%的增长。巴西、沙
特、土耳其今年均将跌到1%以下，但明后
年均能反弹到1.4%至3.2%区间。

据此，OECD 发出警告：多边主义正
面临威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用也许
将大为削弱。该报告指出，关税分歧升级
正损害国际贸易和投资，导致各国就业面
临更大困难和风险；消费虽表现不错，但
削弱迹象初显；汽车等固定资产投资过去
几年出现大幅下滑；数字化正在改变全球
商业模式，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扰乱了
人类的经济活动。报告预测，今年全球商
品和服务贸易总规模增速仅为1%，将跌
至10年新低，贸易分歧进一步升级，将扰

乱全球供应链、打击市场信心、增加就业
扩大和收入提高的难度。

OECD 首席经济学家布恩表示，“如
果认为上述挑战是暂时的，或仅靠经济政
策就能调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些
挑战都是结构性的”。她以欧洲央行重启

“量化宽松”为例称，如果没有投资政策予
以配套，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将很有限。
古里亚强调，如果剔除中国的带动作用，
二十国集团其他国家2019年上半年投资
增速仅为1%，该集团2018年全年这一指
标是5%。

结构性挑战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市
场对全球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的担忧。
前 IMF 欧洲部副主任莫迪在其新书《欧
洲悲剧》中指出，全球经济已进入“增速下
行通道”：欧洲目前是全球经济中最脆弱
的部分，不仅因老龄化加剧而缺乏增长动
力，德国、意大利更挣扎在衰退边缘；拉美

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面临出口、投资双双
下降的困局；某种程度上作为“全球经济
轴心”之一的中国因发展进入成熟期，经
济增速呈自然下降态势。

莫迪毫不客气地批评说：“IMF等国
际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的预测仍过于乐
观，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已没有空间。”

对此，OECD建议各成员国政策制定
者，一要强化国际合作，尤其要加快建立
公平、透明的国际贸易和跨境税收规则；
二要加大公共投资对中长期发展目标的
投入，尤其要在发展低碳经济、建设数字
世界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古里亚呼吁，为应对“低增长时代”各
类挑战，各国政府必须果断行动促进投
资，加快完善开放、公平、法治的国际贸易
体系。布恩则强调，如果各国不能就贸易
和税收实现有效协调、就能源转型定下清
晰方向，全球增长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发酵
直至破坏增长前景。

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反映出的本质问
题，是经济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尴
尬”。个别国家动辄诉诸单边保护主义措
施的做法，恐导致逆全球化思潮再度抬
头，致使全球化进程陷入低谷。如果说，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此后的“欧债危
机”，凭借“量化宽松”加上财政刺激暂时
涉险过关，那么这一次，无论 OECD 或
IMF开出什么样的药方，超低利率、资产
回购、债务扩大等都不是根治全球经济失
速的良方。

欧洲央行副行长古因多斯认为，一
方面，投资“硬件”不足无法实现科技
驱动型增长，大量生物工程、量子计算
等领域中小型科技企业，亟需资金将技
术创新商业化；另一方面，在投资“软
件”不足无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等问
题，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拓宽的
情况下，亟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培
育新型生产力。因此，古因多斯建议：

“要变革，硬件软件都要变！”

OECD下调全球明年经济增速预期——

“低增长时代”全球经济呼唤变革
本报记者 田 原

法国电力集团日前向董事会提交一
份文件，详细介绍了未来 15 年内建造 6
个新反应堆的计划。尽管法国政府尚未
决 定 是 否 建 造 新 的 欧 洲 压 水 堆 技 术

（EPR）三代核电机组反应堆，但法国电
力集团正积极推动此事，预计将至少花费
460亿欧元。据预测，该计划在政府积极
推动能源转型情况下将面临巨大阻碍，法
国核电能源格局调整“道阻且长”。

目前，法国政府仍在研究该项核能计
划的可行性。法国国民议会在今年9月
份通过的《能源与气候法案》中详细规划
了法国能源未来的转型轨迹，希望在
2035年前降低核能在电力生产中的份额
由目前的 75%降低至 50%，并最终达成
与可再生能源平衡的目标。为此，法国政
府推行了能源发展长期计划，旨在指导法
国未来 10 年的能源转型路线，计划到
2035年关闭14座核反应堆，并显著扩大
太阳能与风能的使用。面对当前能源格
局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与政策规划的诸
多限制，法国电力部门加紧研究配套转型

方案，并希望政府给予支持。虽然在《能
源与气候法案》中没有明确提及建造新的
反应堆计划，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呼吁法
国核工业体系在2021年中期提出一项计
划，允许企业高管决定是否需要建设新反
应堆，并为核电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

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年 9 月初，法国
政府致信法国电力集团首席执行官让·贝
纳德·莱维，要求其详细研究未来15年中
的6台EPR型反应堆部署。但目前形势
对法国核电部门并不乐观。例如，此前计
划在诺曼底建造的弗拉芒维尔EPR机组
再次被推迟到2023年，前后总计推迟了
近 10 年，费用已翻了四番。又如，2015
年负责建造反应堆的法国阿海珐核能工
业公司在与弗拉芒维尔 3 号机组类似的
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上化学和机械性能

测试中，显示有一个区域的碳含量较预期
值高，曾一度引发国内民众对核电安全问
题的担忧。目前，法国电力集团正处于财
政困境中，负债超过 330 亿欧元，需要
200 亿欧元资金用于延长现有运行反应
堆使用寿命。同时，由于竞争激烈，法国
电力集团在过去两年中流失了大批客户。

法国电力集团在上交的文件中强调
了国家支持核电转型的重要性，并提出
了 3 点希望。首先，设立电价法规，使
电力公司能够以合理价格出售电力。其
次，项目建设前设立预筹资阶段，使政
府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项目融资。最
后，给予投资者充分保护，并根据公共
及私人投资面临的诸多风险，建议由国
家直接提供担保。该报告还提出希望政
府能够对公司名为“大力神计划”的集

团改组计划给予保障，确保潜在业务分
离后仍有充足资金支持核电项目。据了
解，该计划希望将运营与生产两个领域
分开，一个部分是“蓝色 EDF”，包括
核电、水电以及电力运输；另一个部分
是“绿色 EDF”，包括电力网管理、可
再生能源公司、能源服务公司及海外公
司等。“蓝色 EDF”将 100%由国家持
有，“绿色 EDF”的所有业务将重新调
整，35％将在股票市场上市。这项改组
计划曾一度引发大规模罢工示威。反对
者认为，这种将盈利部分私有化、把亏
损部分国有化改组模式将使法国电力集
团的完整性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遭到破坏。

有法国经济学家指出，法国核电部门
在当前国内推动的能源转型进程中将面
临巨大挑战。对法国核工业而言，在保持
现有核电装机容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降
低核电在整个国家的电力供应比重很难
完成，特别是考虑到目前法国核电项目的
服役年限及反应堆设计寿命等因素，更新
维护存在巨大压力。同时，面对国内能源
转型的巨大压力与电力经营的黯淡形势，
法国核电部门的新反应堆建设与现有设
备更新可能缺少足够财政支持，核电能源
格局调整将经历“阵痛期”。

拟建新反应堆 事关能源转型

法国核电能源格局调整“道阻且长”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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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国际电信联盟
（ITU）日前发布新闻简报宣布，今年的11月21日世界电
视日是电视技术标准颁布70周年，该机构为此举行庆祝
活动，主题为探讨通过新广播与互联网数字技术融合，实
现价格合理的全球电视覆盖。

简报指出，随着电视广播日益扩展其全球覆盖面并
源源不断地将新闻、信息、教育和娱乐等资讯来源传送至
多种便携设备，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占据了消费者互联网总流量的 80%。自 70 年前的
1949年首次发布电视技术标准以来，国际电联已制定出
全球统一的电视技术标准，逐步在音像质量方面提升了
电视收视体验。从早期的彩色电视标准开始，国际电联
始终推动电视向数字电视广播和高清晰度电视转型，通
过增加传输带宽容量，实现了电视广播更丰富的服务、更
完美的图像质量和更广阔的覆盖范围。随着符合国际电
联频谱划分和标准的5G服务在未来几年逐步推出，以及
传统广播和互联网业务的融合，通过地面、卫星和互联网
平台综合传送的宽带网络媒体内容、数据和应用将进一
步融为一体。

国际电联发布报告称

电视内容占消费者网络流量八成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据越南计划投资部国
家经济社会信息和预测中心近日预测，2021 年至2025
年越南GDP年均增速将为7%至7.5%。

按照GDP年均增长7%预测，越南第一二三产业占
比分别为10.5%、35.1%和44.2%。到2025年，人均GDP
达到约4688美元/年。如果越南能利用好第四次工业革
命及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可能实现更高的增长目标，
GDP 年均增长将达到 7.5%，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9.5%、35.72%和 44.38%。阶段末期人均 GDP 达到约
4798美元/年。

该中心认为，尽管中美贸易战将给经济增长带来不
确定性，但越南签署了若干新的自贸协定，特别是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越南—欧盟自
贸协定（EVFTA），这将对越南未来经济产生深刻影
响。预计到2030年，越南—欧盟自贸协定和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分别促使越南GDP再增加4.3
和1.3个百分点。至2030年，预计越南对欧盟出口额增
长44.4%，至2035年越南对CPTPP成员出口额将增长
14.3%。

该中心也分析了越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2016
年至2020年期间，越南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明显改变，仍
然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占GDP的比例年均在33.5%左
右；在工业基础仍旧薄弱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过快向服务
业倾斜，高附加值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低；配套
工业发展缓慢，更多只是加工性质；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
赖程度仍较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国内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没有更多地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创造性没
有明显提升是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越南经济发展面临
的主要瓶颈。

越南国家经济社会信息和预测中心预测

越南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启动新项目，改善
有关森林和土地使用情况变化的数据监
测和报告，帮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采取适当的气候变化缓和及适应措施，
以实现《巴黎协定》相关目标。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该项目价值
710 万美元，由该组织与全球环境基金
共同出资，并由该组织全球森林资源评
估和国家森林监测工作组共同实施，将
直接惠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6个
目标国家。

这一为期两年的项目将升级联合国
粮农组织“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汇报平
台，为各国林业人员开发在线学习课程，
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组织区域和国家研讨会，帮助各国和
地区利用该组织与合作伙伴开发的相关
工具提高森林管理能力。

粮农组织启动改善

森林数据监测项目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南非统计局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南非零售业同比增长仅0.2％，
远低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2%。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国内消费占南非GDP的三分之
二，零售低迷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不景气。在就业岗位
日益流失和薪资收入上升缓慢的双重挑战下，消费者购
买力受到限制。

数据显示，纺织品零售业录得最高增幅，同比增长了
3％。医药和医疗产品、化妆品和盥洗用品行业增长
0.8％。降幅最大的是食品、饮料和烟草行业。

南非零售业表现不如预期

本版编辑 徐 胥

图为南非约翰内斯堡某个农贸市场。 郑彤彤摄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陆路交通
管理局日前发布文告，中国铁建十一局集团新加坡分公
司中标总值7.395亿新元（约合38亿元人民币）的土木工
程合约，负责设计新加坡裕廊区域地铁线和建造登加车
厂及相关设施，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动工，2026年竣工。

登加车厂是新加坡第 10 家地铁车厂，占地 44.5 公
顷，建成后可提供100列四节车厢地铁列车和600辆巴
士停放、维修设施。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指出，中国铁建十一局集团
新加坡分公司能够获得合约，主要得益于其是一家经验
丰富的建筑公司，在全球完成了数个与地铁相关的项
目。该公司此前在新加坡负责建造了大士西延长线上的
大士连路站、大士西路站和大士弯站以及高架轨道3个
地铁站项目，以及首个与部分地铁轨道结合兴建的汽车
高架桥项目等。

合同总额7.395亿新元

中企中标新加坡地铁项目
日前，2019“唱响埃

及”华语歌曲大奖赛决赛

在开罗举行，11名选手分

别获得大赛一、二、三等

奖。图为参赛选手在舞台

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摄

“唱响埃及”

决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