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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一年
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再次引起全球瞩
目。来自11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各
界领袖将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第50届年会，本
届年会一如既往地突出时代发展主题，在交
流对话中求同存异，汇聚全球思想，携手各界
力量共谋全球发展之路。

在年会召开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第15
期《全球风险报告（2020）》称，2020年全球
将面临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全球经济进一步
放缓、气候变化更为猛烈、网络空间安全威胁
加大、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状况加剧等五大
风险。面对这些挑战，国际社会和利益相关
者应立即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报告列出了2020年全球面临的五大风
险。一是地缘政治格局不稳定引发全球动
荡。世界经济、人口和技术力量的不均衡导
致新的地缘政治不稳定，多边体系曾长期存
在的国际格局及其价值观遭质疑，各国越来
越多地通过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姿态应对挑
战和追求各自目标。

二是经济稳定和社会凝聚力面临威胁。
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金融不平等给全球经济
带来下行压力并增加了经济放缓风险，随着
一些国家领导人继续推进民族主义政策，一
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积极因素的低贸易壁垒、
审慎的财政政策和强劲的全球投资等正受到
侵蚀，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措施的余地比国
际金融危机之前有所缩小，宏观经济的不确
定性随之增加。此外，国家间的经济对抗和
各国国内政治分化亦是重大风险。受经济前

景黯淡影响，民众对现状不满，很多国家政
府处理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方式也不受
欢迎，全球各地抗议活动频发，从而削弱了
政府在经济下滑时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
各国将缺乏应对重大全球风险所需的财政
资源、政治资本和社会支持。

三是气候危机迫近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加速。过去5年，自然灾害愈加严重和频
繁，去年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
气。气候专家警告，全球气温升高将导致
严重的生命财产、经济、社会、环境和地缘
政治后果，气候变化的短期影响叠加最终
将造成全球性重大紧急状况。环境问题占
据全球长期风险的首位。生物多样性丧失
加剧对人类将产生至关重要的消极影响，
其风险发生概率很高，物种灭绝速度与过
去相比呈加速态势。

四是数字鸿沟和网络不平等威胁全球
经济健康发展。虽然数字技术和网络发展
为全球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互联
网接入不平等、缺乏全球技术治理框架、网
络安全问题突出和网络空间碎片化等，构
成了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崩溃在内的重大风
险，也威胁着下一代网络技术潜力的挖掘
和利用。

五是卫生医疗系统面临空前压力。社
会、环境、人口和技术模式都产生新的变
化。心血管疾病和精神疾病等已取代传染
病成为人类死亡的主因，寿命延长和慢性
病管理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增加，使许多
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面临危机。

报告预测，2020年将是地缘政治动荡、
国际分化加剧和经济增速放缓的一年，单边
主义或继续盛行。报告还预测了未来10年
全球环境风险点，包括造成财产损失、基础设
施损坏及人命丧失等重大损害的极端气候事
件；政府及企业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失

败；人为环境破坏及伴随而来的灾难，包括土
壤破坏及放射性污染扩散等；生物多样性丧
失及生态系统崩溃（陆地和海洋）对环境带来
不可逆后果，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严重
枯竭；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及地磁暴等重大
自然灾害频发。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第50届年会（2020年世界
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的主题为“凝聚全球
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践行可持续发
展理念，本届年会承诺将以实际行动在会
议各项活动中继续落实节约资源和减少排
放等各项环保措施。

据介绍，减排仍是2020年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可持续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这
也是会议主办方连续第四年在论坛年会上
提出落实“气候中性”承诺，将尽一切可
能和努力减少碳排放，想方设法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相关具体措施包括减少会务使
用材料和资源、提供环保食物和清洁能源
动力交通工具等。今年年会将更改会议中
心布局及配置，减少地毯的使用，更多地
采用当地时令植物食材，论坛官方汽车和

公交车中的90%都将采用电动或混合动
力型号。

自2017年以来，论坛一直在通过资
助经过认证的全球碳补偿项目来计算和抵
消年会所有排放量，包括员工和与会人员
的飞机行程。此前，为补偿2018年年会
碳排放，论坛选择资助的一个项目是“卢
旺达之井”，该项目已向68000多人提供
了5000万升水，并节省了85000吨用于
烧水净化的木材。为补偿2020年年会的
环境影响，论坛决定继续支持两个环保关
键项目。

世界经济论坛还发起了“塑造未来能
源系统”倡议，旨在推进可持续能源创新、
未来电力、全球电池联盟和扩大可再生能
源规模等合作项目，以鼓励和支持创新能
源投资、技术和解决方案。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

2020年全球面临五大风险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按照惯例，俄罗斯总统每年年初发表年
度国情咨文，通过国情咨文确定国家主要发
展方向、向政府议会下达相关任务。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议会上下院
议员发表了2020年度国情咨文，提出修改宪
法，旨在权力再分配，一时间备受关注。除了
宪法改革，经济民生问题也是本次普京总统
国情咨文的着墨重点。

民众有所呼

在国情咨文发表前，俄媒体预测了今年
国情咨文可能涉及的重点议题。摆在首位的
就是民生问题。

统一俄罗斯党第一副主席伊萨耶夫指
出：“普京总统多次对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表示
忧虑。”俄联邦委员会社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梁
赞斯基认为，人口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卫
生保健和医疗保障等问题也是民众期待的重
点。要实现民生保障，关键是恢复一定的经
济增长速度。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
公正俄罗斯党第一副主席叶梅利亚诺夫均认
为，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确认社会经济发
展路线，进而实现国民实际收入增长极为
重要。

总统有所应

在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开宗明义地指
出：“今天的国情咨文首先要聚焦国内社会经
济发展问题，特别是要重视‘五月法令’中提
及的有关国家项目。”他指出，这些问题都具
有长期性，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工作必须
从今天开始。

“五月法令”是普京总统于2018年5月7
日签署颁布的“2024年前俄罗斯联邦发展的
国家目标和战略任务”法令，确定了至2024
年的俄罗斯国家发展目标，包括改善人口指
标、降低贫困水平等。

通过国情咨文可以看出，普京总统认为
要实现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一是巩固发展
基础，重视解决俄罗斯人口问题。普京总统
指出：“俄罗斯的命运及其前途取决于我们有
多少人。”对俄罗斯人口的悲观预测让人警
觉，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出生率增
长，但2019年俄罗斯生育率仅为1.5%，这对
俄罗斯而言太低了。

普京认为，俄需要建立一个清晰明确、覆
盖面广、系统性的家庭支持项目。他建议自
今年1月1日起，每月给3岁至7岁的孩子发

放补助，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头胎和二胎补
助将超过 1.1 万卢布（约合人民币 1100
元）。同时，俄罗斯一胎家庭也可获得“母
亲基金”资助。

二是刺激增长动力，开启新的投资周
期。普京总统要求依靠稳固的宏观经济基
础，对俄国民经济调结构、增效能，使俄
GDP增速从2021年开始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为此，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工业、农业
和服务业的投资，创新和升级就业岗位。
俄政府将从确保税率稳定、改善营商环境、
修法保护企业及企业家、利用好国家福利
基金、便利实体经济融资等方面入手，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从2020年起投资年均增速
不低于5%，到2024年投资占GDP的份额
应从21%增至25%。

三是夯实增长后劲，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普京总统指出，世界技术变革加速到
来，俄必须在人工智能、遗传学、新材料、能
源资源和数字技术等关乎自身未来的领域
加大自主研发，设立行业标准。为此，俄政
府要继续建设研究基地，加快培养年轻一
代科学家。加快技术领域立法，就新技术
开发和应用建立先行性法律机制，完善大
数据监管机制。同时，创造相应金融环境，

让创新型企业能够做大做强。积极支持高科
技产品出口，从而推动国内对创新产品需求
的增长。

发展有所盼

普京总统指出，国家必须履行其社会责
任，应该将“俄罗斯的最低工资不得低于从事
经济活动的人最低生活保障”这一要求正式
写入宪法，并在2024年前将月收入低于180
美元的贫困人口减少到1000万。

来自公正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议员谢因
认为，这一国情咨文诠释了俄经济实现强劲
增长的必备条件。

俄经济发展部认为，普京总统关于人口
和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红利可以激活经
济。俄联邦审计署署长库德林预计，要落实
普京总统的系列措施，俄每年需增加4000亿
卢布至5000亿卢布的额外支出，这是历年来
国情咨文中的最大手笔。

对于俄民众而言，钱袋子才是关注焦
点。来到人生拐点的俄新任总理米舒斯京，
肩负着落实“五月法令”重任，承载着照顾民
生拉动增长的众望，这是其个人，也是俄罗斯
民众面临的共同挑战。

保民生 促增长

俄罗斯国情咨文回应民众关切
本报记者 廖伟径

达沃斯年会将落实“气候中性”承诺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
日前公布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
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数量同比增长1.8%，达到8383家，这是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最严重情况。

破产企业约90%是员工不足10人的小微企业。说明去
年日本增加消费税、社会劳动力不足和自然灾害对小微企业
打击最为严重。按产业类型区分，受增税影响最大的餐饮业
破产数量增加8%，服装等零售业破产数量增加8.7%。

去年10月份提高消费税后，日本政府曾称：“增税影响是
暂时情况，日本景气缓慢恢复势头没有改变。”但该公司研究
报告称，事实证明安倍经济学对支撑地方经济的中小企业几
乎未发挥促进作用。另外，由于少子老龄化现象加重，中小企
业缺乏接班人和劳动力不足情况最为严重，一些企业为吸引
劳动力而加薪，结果导致企业收益下降。

不过，调查还发现，负债额10亿日元以上的大型公司破
产案件同比减少6.5%，破产企业数量为185家。同时，日本
企业负债总额为1.423万亿日元，为30年来最低金额。

日本中小企业

破产数量增加

随着中国传统春节临近，法国各界庆祝
节日的氛围日益浓厚，更吸引了众多法国民
众参与其中，共同迎接新春佳节，感受中国
年味。

1月18日晚，由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
会主办的鼠年《青春中国》春节联欢晚会在法
国巴黎举行。作为已有20余年历史的全法
学联传统新春庆祝活动，晚会以春晓、春旭、
春归、春盛为线层层递进，展现了祖国繁荣发
展与富强的历程。古风古韵的中国歌舞、充
满力量的传统武术、中西合璧的乐器联奏更
使晚会高潮迭起，使众多观看演出的法国民
众感觉到了浓浓的中国节日氛围。

图为留法学子表演中外乐器联奏。
本报记者 李鸿涛摄

《青春中国》春节联欢

晚会在巴黎举行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越南国民经济大学近日发
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越南每年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
失约百亿美元，其中2018年经济损失约为108亿美元至132
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45%至5.65%。

该报告根据近10年跟踪分析形成，采用了美国的计算模
式，包括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医疗支出等直接费用和劳动生产
率下降等间接费用。在每年10月份至来年2月份间的空气
污染周期中，越南呼吸道病患大量增加。据统计，越南死亡率
最高的十大疾病中，有6种与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
有关。

该大学研究认为，造成越南近年来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的
原因主要是化石燃料占到越南90%的能源来源，其中煤炭消
耗占到36%，且在不断增加；缺乏对吸引外资的管控，不断付
出环境污染的代价；越南处于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低
端，大量导致污染的加工制造业涌入越南；目前越南共有
4600万辆摩托车（人口9600万），机动车尾气排放日益增长；
城市及道路建设产生大量粉尘；稻秆焚烧等。

尽管越南已经意识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但相关政
策和机制滞后，环保意识欠缺，反映出“先发展、后治理”仍是
发展中国家难以走出的怪圈。

越南每年因空气污染

损失约百亿美元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日前表示，该机构将与联合国资本发
展基金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为“女性生计系列债券”的
投资者，通过创新金融手段为亚太地区女性提供可持续生计。

该系列债券由位于新加坡的社会效应投资交易所发行，
旨在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女性获得信贷额度、小微贷款、保
险、农业投入品以及清洁廉价的能源，提供资金使女性参与经
济活动、实现创收、增强气候抵御能力，并从温饱向可持续生
计过渡，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性别平等与气候行
动两项目标密切相关。

该债券也是首份在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工
具，通过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保障对社会绩效的透
明监督，同时能够确保现金流稳定、健康，以更好地维护投资
者利益。

该系列债券总额超过1.5亿美元，希望为亚太地区200多
万名女性提供可持续的生计，其中第一期募集资金800万美
元，共为38.5万名亚太地区女性提供生计支持。第二期成功
募资1200万美元，受益女性人数超过25万。第三期债券将
于2020年发行，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资本发展基金与洛克
菲勒基金会等最新投资者的支持下，本期债券计划扩展到更
多行业和领域，以使更多女性从中获益。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里沙赫巴纳表示：“2020
年是在亚太地区加速女性经济赋权的关键一年。亚太经社会
非常荣幸能够就这一系列债券与社会效应投资交易所开展合
作，帮助全球最贫困社区实现脱贫过程中所需的大胆创新。”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

投资债券助力女性创收

“美丽中国·欢乐春节”第四届匈牙利“中国春”文化节活
动近日在匈牙利拉开帷幕，图为一位匈牙利小朋友在活动现
场看到熊猫玩具爱不释手。 本报记者 翟朝辉摄

匈牙利喜庆迎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