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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上周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脱欧协议在英下
议院“三读”审议中以330票对231票多数优
势获得通过。这份脱欧协议随后将交付上议
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在英国女王批准后
正式成为法案。

预计上议院部分支持留欧的议员可能对
脱欧协议提出修正，以阻挠协议在上议院快
速通过。但是，上议院不可能完全推翻下议
院的立法决定，只能在姿态上拖延时间。约
翰逊已呼吁上议院议员不要阻挠，拖延是没
有必要的。实际上，即便脱欧协议在上议院
审议时遇到“波折”，考虑到下议院的立法权
威和约翰逊政府在下议院的绝对优势地位，
脱欧协议也将最晚在1月22日前后完成立法
程序。这意味着 1 月 31 日如期脱欧已无
悬念。

根据这份脱欧协议，英国将在1月31日
正式结束欧盟成员国身份后，进入为期11个
月的过渡期，同时英国不考虑寻求过渡期延
长。由于英欧之间的贸易联系广泛，英欧达
成贸易协定将涉及关税、增值税、海关、原产

地标准等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方方面面，
还将包括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国家补贴等方
面，因而要在11个月短时间内敲定繁多的贸
易规则颇具挑战。

从目前看，英欧之间存在无法达成全面
贸易协议的风险。一方面，双方的谈判优先
领域不同，英国拟推进的重点领域在金融服
务、汽车工业、化工、制药、农产品贸易等，欧
盟则更加关注贸易规则公平和欧盟成员国能
否继续在英国海域捕鱼。另一方面，在一些
行业规则方面，如金融服务，英国显然认为自
己的行业标准、监管规则和服务效率比欧盟
更胜一筹。

近期，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在接受英《金
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对脱欧后伦敦金融城的
前景感到乐观。伦敦金融城作为全球金融中
心，被动地接受欧盟的规则毫无意义，把世界
领先的金融系统交给欧盟去监督管理，完全
是自缚手脚。他认为英国政府不应寻求英国
的金融监管法规与欧盟相关法规保持一致，
脱欧后保持独立自主将为英国金融服务业贸

易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欧盟则坚持对等公平原则，不会对英国

作出大的让步。上周到访英国的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英国脱欧后，欧盟寻求在
过渡期内与英国达成雄心勃勃的全面贸易协
定。这一协定将基于“零关税、零配额、零倾
销”。同时，她也表示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其
代价，虽然脱欧后英欧之间将确立新的贸易
伙伴关系，但这一关系不可能像英国脱欧前
那样紧密，这是英国必须要接受的现实。欧
盟将在与英国的贸易谈判中坚持欧盟单一市
场完整性，没有人员自由流动，也就不会有资
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冯德莱恩提醒
英国，贸易谈判需要在公平、对等基础上展
开，欧盟不会在劳工、环保等标准上作出让
步。对于英国金融服务业在欧盟市场的准
入，欧盟将采取逐一审核批准的方式为从业
机构发放延期牌照，不会一次性全面放开。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欧盟将与英国确定
贸易谈判的重点领域，优先敲定贸易协定的
关键部分。此外，冯德莱恩还表示，脱欧意味

着英国将脱离原有的欧盟外交和安全决策机
制，未来英国将作为第三国与欧盟在气候变
化、反恐、网络安全等方面保持紧密协作，双
方将确立新的机制以共同协调应对，但不再
是基于欧盟框架的共同决策。

分析认为，剔除立法程序等所需时间外，
英欧贸易谈判的有效时间仅有10个月，如果
在这期间英欧没有在双方关切的重点领域达
成协议，英国仍可能会无序脱欧，其与欧盟的
贸易规则、关税都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
（WTO）框架之下。

眼下，无论贸易谈判前景如何，约翰逊脱
欧方案在下议院的顺利通过，意味着脱欧已
成为定局。英国脱欧第一阶段已经走近尾
声，并进入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

脱欧的确定结果对企业投资来说无疑是
利好消息，空客公司去年曾表示考虑转移空
客在英国的生产线。但近期空客首席执行官
福里表示有意扩大空客在英国的机翼生产，
尽管脱欧走向终局不会改变世界处于不确定
性的事实，但至少脱欧已经很确定了。

英欧面临无法达成全面贸易协议风险
□ 马翩宇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进入高速发
展期，整个二十年代沉浸在喧嚣、狂热、绚丽
多彩的气氛中，被后人称为“咆哮的二十年
代”。百年风云，斗转星移。本世纪的二十年
代刚开局，一系列数据预示着美国经济或许
难现往日盛景。

多个行业表现疲软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9年12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下降0.9个点至47.2，为10年来
最低水平。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已连续5个
月收缩，并且收缩程度创2009年6月份以来
最大。其中，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就业指
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在18个制造业门类中，仅有食品、饮料和烟
草制品，杂项制造以及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这
3个门类上涨；服装、家具、运输设备、石油、
电气设备等15个门类全部下滑。

这组数据意味着，今天美国经济的发展
态势同一百年前无法相提并论。

单以汽车行业为例，美国历史这样描述
汽车产业对当时美国经济的影响：“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消费品的最大变化，当数汽车进入
千家万户。一战前汽车还是高档奢侈品，只
有少数达官贵人、富豪阶层才消费得起，成为
身份的象征。一战后，随着工业规模扩大以
及标准化的推广，大批量生产成为新工业的
标志，汽车价格也大幅度下降；到1927年，福
特总共卖出了1500万辆T型车，二十年代末
福特汽车已经遍及北美大地。”

然而，近日美国几家大型汽车公司公布
的2019年美国市场销售数据则表现疲软。
通用汽车公司发表公告称，该公司2019年销
量下降2.3%，主要归咎于秋季发生了长达
40天、导致该公司旗下30多家美国工厂停
产的罢工。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去年在美国
的销量下降了1%，丰田汽车公司美国销量
下降了近2%。分析人士预计，2019年美国
汽车销量将下降1%至2%。

美国制造业的另一巨头波音公司，则受
困于737 MAX飞机禁飞令带来的一系列冲

击。波音公司正在考虑扩大举债规模以充实
财务。虽然这家航空巨头的现金并没有用
尽，但与737 MAX危机相关的成本在上
升。过去15个月来，波音公司面临着航空
公司和两起空难中346名遇难者家属的索
赔。本月，波音公司暂停了该机型的生产，
这降低了部分成本，但也推迟了成品飞机可
能恢复收款的时间。分析预计，波音公司将
额外举债筹资最多50亿美元，用以应付今
年上半年可能超过150亿美元的支出。据
称，波音公司还在考虑推迟部分资本支出，
冻结并购交易，以及削减研发支出来保存现
金。美国航空公司等多家美国航空企业表
示，将因波音737 MAX去年停飞造成的损
失获得赔偿。

消费支出或受影响

除了工业制造领域下滑外，日常生活领

域消费习惯和商业模式改变，令美国大型乳
制品厂家接连倒闭。

美国最大乳品公司迪安食品（Dean
Foods Co.）于去年 11 月份申请破产保
护。近日，拥有163年历史的奶制品生产商
博登食品公司（Borden Dairy Co.）正式
申请破产，成为该行业两个月内第二家寻求
破产保护的主要企业。这给正在艰难应对美
国牛奶消费下滑和竞争加剧的美国乳品业造
成了新的打击。几十年来，随着饮料销售转
向瓶装水、果汁以及由大豆和燕麦制造的牛
奶替代品，消费者逐渐减少购买传统牛奶。
连锁店乐于推销低价的店铺自有品牌，某些
店铺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牛奶厂，从而减少了
对大型乳制品厂的依赖。美国牛奶价格在过
去三个月上涨了10%，导致乳品业生产成本
上升。

从社会财富看，从1920年到1929年，
美国全国总财富增加了一倍多，财富的快速
增长让许多美国家庭变得富裕，人们开始进
入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消费社会”。一百年
后的本世纪二十年代，高油价毫无疑问将打
击美国的消费者支出。近日，原油价格创下
新高，布伦特原油价格自去年5月份以来首
次突破每桶70美元。虽然此后油价出现回
落，但分析认为，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油价
如果继续上涨可能动摇消费者信心，导致消
费支出进一步缩减，这足以将美国拖入温和
衰退。2019年11月份“购物狂欢”之际，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虽处于高位但已经连续
第四个月下滑。

作为反映“咆哮的二十年代”的代表
作，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曾写道：

“所有的光鲜靓丽都敌不过时间，并且一去
不复返。”这句话似乎正在应验。被称作

“美元敌人”的黄金最近尤其强势，价格一
度突破每盎司1600美元这一关键点，创下
多年来新高。

制造业数据黯淡 消费者信心减弱

美国经济难现“咆哮的二十年代”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美国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因高速

发展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本世纪

的二十年代刚开局，PMI、汽车行业等

一系列数据表现疲软，家庭消费也受到

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冲击，这预示着美

国经济或许难现往日盛景。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卞晨光报道：印尼投资协调委员
会主席巴赫里尔日前在印尼证券交易所举行的一场题为

“如何利用印尼资本市场助力中国企业发展”的主题论坛上
表示，印尼是中国企业的最佳投资地，若中国企业愿意在印
尼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印尼政府将会积极协助。

印尼证券交易所总裁伊纳尔诺在致辞时说，2019年印
尼资本市场发展成效显著，共有55家公司成功上市，是东
南亚地区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在印尼
的投资大幅增长，他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欢迎中国企
业在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以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

目前，印尼证券交易所市值已超过5200亿美元，上市
公司超过650家。为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印尼政府正在
尽一切努力简化投资程序，并着手推动就业和税收两项新
法规，以提高印尼商业和市场稳定性。

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表示，印尼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前
景广阔，将会成为中印尼两国间务实合作的新领域。他希
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在今年中国与印尼建交70周年的历
史新起点上，为两国开辟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印尼证交所欢迎中国

企业前往上市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李学华报道：澳大利亚森林大火
造成的经济损失还在不断上升。高盛公司最新分析认为，
预计从2019年12月份至2020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经济
增长将下降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金融市场认为，下个
月澳联储再降息0.2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已经从圣诞节前
的45%升至目前的53%。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博克预计，澳联储将在2月
份的货币政策声明中指出森林大火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
但在现阶段，火灾还不会严重影响澳联储对经济增长的核
心预测或政策决定。博克指出，澳大利亚农业生产和私人
投资将下降3%，今年上半年旅游业将下降3%，同时政府
支出和住宅建设将分别增长1%和2%。

安保资本（AMP）的肖恩·奥利弗预计，火灾将拉低
GDP增长0.25%。鉴于澳大利亚经济每季度仅增长0.4%，
这可能使实际经济增长接近零或低于0.25%，这将给澳联
储带来更大降息压力。尽管去年12月份澳财政部的中期
预算更新已经将2019/2020财年的预算盈余降低至50亿
澳元，但奥利弗指出，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政府收入将大大
减少，再加上重建成本，盈余能否实现仍要打个大问号。

森林大火拖累澳大利亚

经济增长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2020年世界经济
论坛达沃斯年会”召开在即，会议主办方世界经济论坛日前
发表题为《2020年，亚洲GDP将成为世界第一！》的评论文
章，称2020年亚洲GDP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GDP总和；
到2030年，预计亚洲将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60%；在24
亿全球经济中等收入群体新成员中，亚太地区将占90％。

文章指出，亚洲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中国、印度和
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预计亚洲将出现由消费大幅增长带
动经济增长的前景。就中国而言，工资上涨、城市化进程加
快、服务行业工作机会增多及预期家庭储蓄率下降等因素，
将促进中国消费大幅增长。印度庞大的人口红利将刺激消
费并促进经济增长。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将
显著增加，从而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

此外，亚洲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将为促进消费作出前
所未有的贡献，包括提供消费便利、提升服务效率和满足消
费者各种需求等。亚洲将出现本土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大发
展的趋势，亚洲跨国公司也将不断涌现。同时，专利及发
明、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等，亦将对亚洲经济增长作出重要
贡献，在这一领域，中国将继续领先亚洲和全球。

文章对亚洲公司如何适应亚洲经济增长的新形势提出
了建议：亚洲公司的业务必须适应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
体，以及时刻变化的消费者行为和需求；政府及公司决策者
必须找到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方法；政府及公司必须大力解
决贫困及基础设施缺乏问题，重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
带来的数字化及劳动力转型挑战。

2030年亚洲对全球经济

增长贡献将占六成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青海民族文化艺术展在南非举行

由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感知中国·大美
青海”——中国青海民族文化艺术展活动近日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拉开帷幕。通过哈达、皮烙画和唐卡等文化元素，近
百名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青海的独特魅力。

图为现场民众在唐卡艺术作品前拍照。 郑彤彤摄

近日，“‘欢乐春节’金鼠报吉——中国十
二生肖文创展”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展出。

此次展出邀请了中国海峡两岸的设计师
设计，从鼠年象征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角度，创
新呈现了中国十二生肖和春节文化的内涵，
为在韩侨胞和韩国民众宣传了中国传统文
化，受到民众欢迎。

图为参与展出的小朋友在活动现场拍照
留念。 本报记者 白云飞摄

中国十二生肖文

创展在首尔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