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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主
要经济体面临的压力不断上升，各国政府
也纷纷采取刺激举措抗疫救市。

近来，货币政策层面的降息和量化宽
松成为多国经济应对举措的核心。持续降
息是第一举措，美联储宣布再度降息 100
个基点，基准利率下降至0%至0.25%的超
低利率水平。紧随美国之后，发达经济体
中的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央
行也纷纷下调了基准利率。加上处于负利
率空间的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主要发达经
济体央行利率政策空间已经消耗殆尽。新
兴经济体也不例外，菲律宾、南非、马来西
亚等国央行在3月19日相继宣布降息。

考虑到降息可能不足以抚平市场担忧
情绪，美联储同时宣布展开规模不少于
7000 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日本央行宣布
提高交易开放指数基金（ETF）年度购买目
标至12万亿日元，并承诺将采取额外宽松
措施。3月19日，日本央行在计划外招标
购买各类期限债券1万亿日元。同日，欧
洲央行宣布推出旨在应对疫情的 7500 亿
欧元经济抗疫购债计划（PEPP），英国央行
将英国国债和企业债持有规模增加 2000
亿英镑至6450亿英镑。

面对各界呼吁强化财政政策应对经济

下行压力的呼声，主要发达经济体近期也频
频出招，纷纷出台各类财政刺激计划。其中，
美国政府计划推出规模在1万亿美元以上的
财政刺激方案；英国政府推出规模在3300亿
英镑的一揽子救助计划；加拿大、法国、西班
牙和澳大利亚也分别祭出规模在 820 亿加
元、450亿欧元、180亿欧元和176亿欧元的财
政刺激计划。同时，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表
示将根据形势进一步增加财政刺激力度。

表面上看，各国经济面对的是新冠肺炎
疫情这只“黑天鹅”，但其根源还是自上一轮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增长、高负债”环
境这只“灰犀牛”。以现在的应对举措来看，
各国救市或能赶得走“黑天鹅”，但“灰犀牛”
能否躲过去还是未知数。

首先，对于解决低增长结构性问题，救市
政策效果有待观察。如果回顾今年年初的经
济数据就不难发现，美国、欧洲、日本增长动
能已经明显下滑，部分新兴经济体或是因为
内部政治动荡、或是因为外部地缘环境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压力。简而言之，造成全球主
要经济体“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在经济
形势平稳时期得到有效解决。

在当前危机压力上升情势下，重视“需
求侧”的救市政策可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
的效果也有限。相关结构性问题有可能因
为宽松救市货币举措而押后，也有可能通
过部分产业或地区危机传导引爆。

其次，救市政策对于全球债务风险的
应对效果也不容乐观。回顾年初数据不难
发现，在全球主要央行宽松政策下，低通胀
和低增速造成全球债券收益率不断下滑，
2019年底25%的投资级债券跌入负收益率
空间。一边是宽松的货币供给，另一边是
低利率环境。这造成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境内低评级公司发债规模上升。2019 年
底，全球BBB级别债券占全部债权余额的
规模高达36%。

年初以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呼吁关
注美国国内企业债券评级下调数量增多趋
势，呼吁关注美国国内杠杆贷款和衍生品
工具资产质量恶化势头。这些债务风险和
潜在的市场流动性风险也没有在经济平稳
时期得到货币政策决策者的重视和应对。

上述风险在本轮资本市场震荡中凸
显，不仅大量企业融资出现困难，货币基金

也面临压力。对此，美联储采取了宽松货币
政策和贴现窗口支持。然而，美联储前主席
耶伦和伯南克日前表示，美联储的贴现窗口
虽然对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有一定吸引力，但
无法消除疫情带来的压力，应该直接向中小
企业提供短期回购安排和低成本融资机制。

更深一步看，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
济的后续影响也需要提前关注。在欧债危机
之后，货币政策环境持续宽松，没有有效推升
通胀，反而因为低效企业融资便利造成通缩
态势。如果这一轮宽松政策抵御了“黑天鹅”
风险，留下的疑问可能就是：“这真是一场免
费午餐吗？”

最后，发达经济体国际合作能否有效应
对冲击也是未知数。旨在应对美元流动性紧
张的货币互换机制推出之后，3月份美元LI-
BOR利率不断飙升，市场获取美元的成本仍
然较高，欧元对美元、日元对美元、英镑对美
元货币掉期基点达到了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的峰值。显然，当前发达经济体之间
合作低估了市场对于美元的流动性诉求。

回顾上一轮金融危机的应对举措不难发
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协调一致成为应对危
机的托底之举。自上轮危机之后，国际经济
体系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崛
起。正是基于这一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呼吁各国采取强有力和协
调一致的财政刺激措施。在她看来，各国政
府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规模采取
协调一致行动可能是有必要的。

全球央行救市还须警惕“灰犀牛”
□ 蒋华栋

当地时间3月21日，意大利民事保护
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
雷利宣布，截至当日18时，意大利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6557例，累计确诊病例
53578例。这是自意大利疫情暴发以来，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涨幅最大的一天。就在
19日，意大利单日新增死亡病例427例，
累计死亡3405例，死亡率高达8%，成为世
界上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博雷利称，意大利疫情峰值可能还需
一周甚至更久才能到来。意大利传染学专
家伽利甚至认为，意大利至少在3个月之
内走不出疫情困境。

疫情发生后，意大利政府出台了强有
力的管控措施，但意大利疫情为何愈加
严重？

“佛系”封城为时过晚

2月6日，意大利确诊首个感染新冠病
毒的本国公民，彼时意大利境内共确诊3
例，随后意大利病例开始呈指数级增长，直
到3月7日22时，意政府才发布紧急草案，
规定伦巴第大区及11个省为“红色区域”，

禁止随意出入，但酒吧、餐厅仍可以继续营
业。在长达一个月时间里，意政府只是以“适
度管控”来控制疫情发展，到确诊人数暴增
后才下令“封城”，为时过晚。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杰拉奇坦
承，意大利政府和全社会在1月底2月初时
低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干预太晚。

即使3月10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封
国”后，管控措施也“形同虚设”。公民可根据
健康声明，自由进出封锁的疫区，同时商业运
营基本正常，餐馆、咖啡馆和酒吧可按照规定
营业，公交系统仍在运行。

由此可见，意大利的“封城”措施值得商
榷。意大利既想控制住疫情，又想保证经济
正常运行，减少对社会的全方面影响。事实
证明，保持防控和发展的“平衡”难以两全其
美。此外，由于意大利人追求“自由”，因而无
法适应政府突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截至3
月20日，已有约53000人因违反“封城”规定
面临被起诉。

医疗系统捉襟见肘

意大利卫生部3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重症监护床位
已经占用了94%，即将无床位可用。几乎所
有手术室都已经变成了重症监护室。随着确
诊病例增加和死亡人数激增，数据显示意大利
医务人员的感染率“非常高”。意大利循证医
学组织GIMBE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意大利
疫情暴发以来，至少有2629名医护工作者被
感染，这一比例超过医护总人数的8%。

意大利国家药品管理局（Aifa）警告药品
普遍存在不足，原因是“由于流行病，用于医
院治疗的药品需求突然增加”，它还指出了由
于交通限制造成的供应困难。由于医疗资源
有限，哪些患者应该优先接受治疗，成为医生
被迫面对的选择。

随着确诊人数持续激增，欧洲多国医疗
资源都十分紧张。意大利目前所有的地区，
特别是各地卫生和民防部门，都在努力扩增
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床位。

为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支持，意大利政府
近日宣布紧急法令，为医疗卫生系统提供35
亿欧元资金，用于扩大重症监护区、购买呼吸
机和防护设备，同时招募5000名医生和1.5
万名护士及医务人员，包括尚未毕业的医学
生。目前，已有2200名医生和护士向伦巴第

大区各医院提交了求职申请，其中一半正
在评估中。

战胜疫情未来可期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面对持续恶化的
疫情，意大利政府决定将“封城”禁令再延
期，并正在考虑将禁令的限制范围扩大（包
括限制各种户外活动），以阻止一切不服从
命令的外出民众。

意大利国防部长洛伦佐·圭里尼表示，
为确保禁令能够被严格执行，军队已经整
装待发。内政部长拉莫尔杰塞称，各地政
府可各自决定如何部署军队。目前，已经
有7300名军人在街道上执勤，还有1.3万
名军人可以调用。近日，军方已在坎帕尼
亚大区和西西里岛部署了军队，其余地区
也将从今日起陆续有军队进驻。

当前，意大利真正战胜疫情的希望或
许就在意大利民众自己手中，每位意大利
民众都需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承担起
这份责任，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舍“小家”为“大家”，众志成城，共同
抗疫。意大利战胜疫情，才能未来可期。

感染峰值还未到来

意大利疫情为何愈益严重
本报记者 曲俊澎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卞晨光报道：为
有效应对疫情，印尼政府出台了加快病毒
检测速度、确保医护人员安全和禁止医疗
设备出口等多项措施，其中包括紧急征用
亚运村作为隔离确诊病例的临时场所。

印尼卫生部认为，全国目前有大约60
万至70万人面临感染风险。总统佐科现
已要求国企部和公共工程与住房部立即着
手改造亚运村住宅，并于3月23日投入使

用，以便改善当前部分病患居家隔离效果不
佳并造成感染扩大的现状。

始建于2016年3月份的亚运村由10座
塔楼组成，总共有7500个住宅单元。这些塔
楼于2018年8月份成为第十八届亚运会运
动员村。印尼政府目前准备先将其中的4座
塔楼改建为临时医院，安置1800张床位供确
诊病人隔离治疗之需，1座塔楼改建为急诊
楼，用于急救和重症监护。

印尼征用亚运村隔离感染者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3月22日是“世界水日”，
联合国当天发布的题为《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指出，要减少
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驱动因素，需要人类改变地球有限水资源使
用方式。报告认为，水安全和气候变化是全球未来几十年面临
的两大危机，呼吁各国为缓解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压力和提高农
业及工业用水效率作出具体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世界水资源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威胁，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古特雷斯表示，世界人口中约
有22亿安全饮用水不足，42亿卫生设施欠缺。根据预测，气候
变化影响将使这两个数字迅速攀升。到2050年，在缺水环境中
生活的人口将达到35亿至44亿，其中城市人口超过10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表示：“‘本世纪水将比石
油更重要。’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
1994年作出的预测，在2020年的今天听来振聋发聩。”她表示，
未来水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将面临威胁。这是因为
目前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增加了水资源短缺风险。

阿祖莱表示，当前全世界有约40亿人面临缺水的局面。报
告预测，随着气候变暖加剧，这一问题将日趋严重。报告显示，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用水量增长了6倍，并且以每年约1％的速
度增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表示，当前致命的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数十亿人对清洁饮用水的紧迫需求。

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

约40亿人面临缺水问题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每年3月23日为世界气
象日，在一年一度的世界气象日，世界各地举行庆祝活动，展示
气象和水文服务对社会安全和人类福祉的重要贡献。世界气象
组织日前发布的新闻通报称，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气候
和水。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蒂瑞·塔拉斯说：“世界需要在采取
气候行动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表现出团结。目前，全球降
雨分布的变化对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格陵兰岛和南极洲
等全球最大的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这使得沿海
地区和岛屿面临更大的洪水、低洼地区面临被淹没的风险。”

通报指出，气候变化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对水的影响，水反过
来又影响可持续发展和安全。到2050年，世界对淡水的需求将
比现在高出20%至30%。大多数河流都是跨界的，一个国家关
于水资源管理的决定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从而使水资
源成为冲突的一个潜在诱因。

通报强调，目前最突出问题是全球预测、监测和管理水的能
力分散且不足。气候和水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令人担忧
的是，以清洁水和卫生设施为重点的目标正在偏离正轨。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说

世界需在减排方面团结

表面上看，各国经济面对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但其根源还是自上一

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增长、高负债”环境这只“灰犀牛”。各国救市或能赶得走

“黑天鹅”，但“灰犀牛”能否躲过去还是未知数。

日前，在德国首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一名戴着口罩的女子在看手机。 （新华社发）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
3月22日，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总
部位于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宣布将于3月
25日起暂停其绝大部分全球客运航空服
务。在国境开放且具备市场需求的情况下
仅保留至瑞士、中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
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韩
国、英国、美国及菲律宾的航班。阿联酋航
空旗下的廉价航空——迪拜航空也将仅在
政府需要的情况下执行撤侨等特定飞行任
务。阿联酋航空公司的货运业务不受影响。

阿联酋航空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谢
赫·艾哈迈德·本·萨义德表示，在疫情给国际
航空业带来巨大打击下，阿联酋航空采取了
一系列降低运营成本的措施，以应对疲软的
市场需求，避免出现裁员情况。据悉，阿联酋
航空公司旗下10万余名员工将在未来3个
月降薪25%至50%，但其他津贴照常发放，
初级员工并不在降薪行列中。其他削减成本
的措施包括暂停非重要岗位招聘以及非重大
事项咨询工作、与供应商谈判降低成本、鼓励
员工带薪或无薪休假等。

阿联酋航空暂停客运服务

日前，韩国召开金融通货
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将韩国
基 准 利 率 由 1.25% 下 调 至
0.75%。临时会议宣布降息较
为罕见，而且利率下调后也处
于较低水平。韩国央行称此举
主要意在增强国内资金流动
性，应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负
面影响。不过，韩国国内关于
是否会重新推高房价和家庭负
债规模的争议声再起。韩国建
国大学国际通商学院教授金旭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直接降低了
韩国国内的经济活力，有些国
际机构甚至预测今年韩国
GDP增速将低于1%，韩国流
动性资金随之减少。所以，韩
国降息主要是为了给国内企业
补充流动性资金，以应对国内
外经济形势给韩国经济带来的
冲击。

金旭表示，首先，由于韩国
中小微企业实力有限，缺乏资
金保障正常的经营活动，已对
中小微企业产生了较大负面影
响。其次，服务业个体户也面
临同样问题。再次，虽然韩国
大企业的处境相对好一些，但
也有部分大企业存在资金周转不开的情况，大企业整体也面临
利润减少的挑战。为此，韩国通过降息的方式，给国内企业提供
流动性资金，有助于激发国内经济活力，并带动韩国出口。

然而，韩国国内仍然存在对房地产市场和家庭负债的忧
虑。金旭认为，降息不会引发房地产热。首先，近年韩国房地产
价格不断上升，韩国为稳定房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现在，韩国
对购房、缴纳相关税费的要求很严，买房时所需办理的程序也很
复杂。现阶段，仅因为降息就去炒房，是有些难度的。其次，韩
国人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之后，形成一个认识，即在
面临金融风险时，房产的流动性堪忧。最后，当前国内的关注点
放在了实体经济上，对房地产市场的关注有限。所以，降息虽然
有可能引起韩国房地产市场走热，但当前这种风险还不大。

金旭表示，近期韩国家庭负债增速有所放缓，韩国家庭负债
中大部分为房贷，如果房地产没有重新走热，那么家庭负债增速
也不会太快。但部分民众可能会在降息后借贷去做生意或投
资，一旦生意不好或投资失败，这些民众如何保证偿还贷款将是
一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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