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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左右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日本经济面临更大考验
本报驻东京记者

启动过境信息平台

苏海河

3 月 24 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会谈后决定，将原定 7 月
24 日在东京开幕的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延期一年左右。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十分严峻，
3 月 24 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同
意原定 7 月 24 日在东京开幕的第 32 届夏
季奥运会延期一年左右。安倍称：
“这一建
议是自己首先提出的，得到了巴赫 100%
赞成。”随后，国际奥委会召开临时理事会
正式决定东京奥运会延期。巴赫称已经与
国际残奥会协商并征得了对方同意。
这样的结果也实属无奈之举。此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东京奥运会应延期一
年，安倍专门致电解释。本周初，
加拿大宣
布不参加 2020 东京奥运会后，安倍向对方
总理解释。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安
倍政府最终选择对国际奥委会下了“先手
棋”
，避免东京奥运会被取消的最坏结局。
历史上，曾经有 1916 年柏林奥运会、
1940 年东京奥运会、1944 年伦敦奥运会
等三次夏季奥运会因战争原因取消，但因
疾病疫情影响奥运会，导致奥运会延期在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奥运会、残奥会被延期，将给日本带来
一系列问题。首先，延期给东京奥组委的

安倍政府最终选择对国际奥委会下了“先手棋”，避免东京奥运会被取消的最坏结局。

准备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东京奥组委主
席、前首相森喜朗称，
最大的困难是能否保证
43 个场馆继续使用，因为很多场馆未来两年
的使用计划已经排满。
其次，奥运会延期后，
运动员竞技状态将
受到考验。不但一些运动员的参赛资格面临
调整，多个项目的预选赛也不得不重新举行。
第三，
奥运会延期也将影响其他国际体育
比赛日程。明年夏季，
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
田径锦标赛原计划在日、
美举行。奥运棒球主
赛场横滨体育场明年夏天还计划有日本职业
棒球联赛。美国田径锦标赛组委会已同意为
东京奥运会让路，
锦标赛时间将另作调整。
第四，奥运会延期给奥运村经营带来不
小难度。奥运村是在东京湾填海造地的晴海
人工岛上新建的，日本 11 家地产商分别开发
了 21 栋住宅楼，东京都政府以 42 亿日元价
格租用这些楼房至年底，
待奥运会、残奥会结
束后，开发商将重新装修出售给市民居住。

那里将成为 5600 户 1.2 万人的新居民区。
目前，其中第一批 893 户住宅已经签约出
售。虽然售房合同中有延期免责条款，但
延期交房不仅增加了开发商工作量，客户
的贷款合同也面临重新调整。
第五，奥组委签约的 1 万多名保安员、
12 万多名志愿者也面临变化。虽然奥组
委称优先启用已经培训的现有志愿者，但
很多志愿者是大学四年级学生，明年 3 月
份以后将毕业就职，届时是否有时间参加
志愿服务成为难题。
第六，奥运门票已经出售 550 万张。
横滨市的一位职员花费 30 万日元购得棒
球等 4 项比赛门票，此类消费者最担心的
是门票在延期后是否仍有效。虽然根据销
售合同，
如遇天灾等不可抗拒因素，
根据免
责条款可不退票，但东京奥组委事务总长
武藤称，
将充分考虑购票者的权利。
第七，奥运延期也将给日本经济带来

不小损失。延期后场馆调整、数千名职员的
工资、办公间等需增加支出约 3000 亿日元。
据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测算，奥
运会、残奥会延期一年将使日本经济损失
6408 亿日元。但延期总比停办对日本有利，
如果取消奥运会，日本的经济损失将达到
4.52 万亿日元。
日本的旅馆、交通等旅游服务业本来期
待能够抓住奥运商机。据报道，
奥运会运营、
比赛团体、媒体赞助商等在 360 多家宾馆预
订客房超过 4.6 万间。东京多家知名饭店预
订率超过 90%，延期意味着今年预订全部取
消，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沉重打击旅游业，
因而
今年七八月份对日本旅游业可能仍是寒冬。
目前，已有一些饭店打算与奥组委协商损失
补偿事宜。
3 月 25 日凌晨，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
委发表联合声明，称已经点燃的奥运圣火将
保留在日本，延期后的奥运会仍称作“东京
2020 奥运会”
。日本宣布取消原定 3 月 26 日
从福岛开始的奥运火炬接力，新的接力日程
将另作安排，届时将优先考虑已经选定的火
炬手。据陪同安倍参加电话会谈的日本奥运
大臣桥本圣子明确表示，奥运会将延期至明
年夏天举行。现在，人们期盼新冠肺炎疫情
能够尽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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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对餐饮、客
运和制造等行业造成沉重打击，更被众多
国家视为自二战以来最严峻挑战。为了提
振经济稳定信心，多国纷纷加码经济刺激
计划，以应对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

德国：
出台战后规模最大方案
德国作为欧盟人口最多的成员国，疫
情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随着防控措施升
级，德国航空、旅游、汽车、餐饮等行业均遭
受重创。有分析认为，今年德国经济有可
能下滑 5%。德国经济部长表示，疫情给
德国经济带来的损失不会小于 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
3 月 23 日，德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
通过了总额将高达 1.2 万亿欧元的经济刺
激计划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是德
国二战后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此
外，德国政府还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企业帮
扶政策，这一系列政策主要聚焦于抗疫情、
稳企业、保就业三个方面。
德国政府已经下决心突破长期以来在
财政政策上的严格限制，于本财政年度追
加总额高达 1560 亿欧元的财政预算。这
一决定虽打破了追求财政平衡的基本原
则，但显示出德国在抗疫情、保经济方面的
决心。根据财政部的草案，1560 亿欧元追
加预算中将有 600 亿欧元用于直接抗击疫
情，另有 500 亿欧元将用于小微企业和个
体经营者。中小企业员工将获得每月
9000 欧元至 15000 欧元不等的现金补助。
除了增加财政预算外，德国政府还准
备仿照 2008 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建立
“金融市场稳定特别基金”的做法，创立总
额 6000 亿欧元的
“经济稳定基金”
项目，来
帮助德国企业。
德国财政部长朔尔茨表示，为了尽力
使经济损失得到补偿，德国政府将以最快
速度执行这些刺激政策。德国政府还规
定，今年 4 月份至 6 月份间，企业或个人可
以暂缓缴纳房屋租金，且房东不得以任何
理由在此期间解约。

前会同一线大型企业、专业联合会及主要部
门部长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应对疫情带来的
经济冲击。马克龙表示：
“我们的工作是预防
风险，政府管控措施并不意味着完全阻隔经
济活动。我们需要确保经济正常运转与连续
性，这需要政府有组织地对经济给予支持。
”
法国政府积极谋求抗疫与经济发展平
衡。一是法国经财部宣布将对疫情期间坚持
工作的人员给予 1000 欧元免税奖金，奖金发
放预计持续到 6 月底。二是法国三大雇主协
会和五大工会联合呼吁各政府机构和企业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继续上班的员工身体
健康和安全。三是法国政府正制定战略性行
业与企业清单，确保经济与防疫工作正常运
转。同时，法国政府还将积极与纺织行业等
加强协调，保障医疗防护用品充足供应。

法国：
进入“战时经济”模式

澳大利亚：
刺激计划密集出台

近期，法国政府推出系列行政限制与
管控措施，旨在迅速控制疫情蔓延。但是，
疫情对经济冲击的负面效果逐渐显现，法
国由此正式发起了疫情第二战场
“经济战”
总动员。
据法国经济部门初步估算，法国就业
领域预计在 3 月底将减少超过 50 万个临
时工种工作岗位。法国输电公司主管表
示，自政府限制措施执行以来，法国的电力
消耗已下降约 15%。另据法国食品工业
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实行管控措施后，
该行业失业率由不到 5%迅速上升至 8%。
面对这一形势，法国政府充分意识到
确保国家经济持续运行的必要性，发起了
疫情
“经济战”
总动员。法国总统马克龙日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3
月 22 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了总额为
661 亿澳元的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从 3 月
12 日推出第一轮 176 亿澳元经济刺激计划，
澳联邦储备银行紧急降息并推出 900 亿澳元
的特别融资安排，政府提供 150 亿澳元的融
资支持，到如今又推出第二轮一揽子经济救
助计划，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
澳大利亚政府
各部门已累计提供了 1890 亿澳元支持，相当
于澳大利亚 GDP 的 9.7％，
规模力度空前。
在加大对工人和家庭的支持力度方面，
一是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求职者提供后
续补助。政府暂时扩大了收入补助金的资格
范围，在现有的求职者补助基础上，
每两周再
提供 550 澳元补助。二是增加对家庭的收入

疫情严重冲击
全球航空运输业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国
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报告更新了该机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对全球航空运输业收入影响的分析预测。
报告指出，
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最新分析预计，
由于严格的
旅行限制和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全球航空运输客运收入可能会
下降 2520 亿美元，比 2019 年下降 44%。由于严格的旅行限制
可能持续长达 3 个月，加之今年全球经济预计衰退对就业和市
场信心的影响将削弱疫情之后航空客运需求。预计 2020 年全
球航空运输客运需求比 2019 年下降 38%。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朱尼亚克说：
“航空
运输业正面临最严重危机。在几周内，此前遭遇的最坏情况看
起来都比最新预测要好得多。航空公司需要 2000 亿美元的流
动性支持才能渡过难关。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但更多国
家需要效仿。目前，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都在为生存而战。旅
行限制和不断减少的需求意味着除了货运以外，航空运输几乎
没有客运业务。各国政府如不采取紧急财政救援措施，许多航
空公司将无法进入复苏阶段，而且将使航空运输业的这场危机
持续更久、更痛苦。各国都应认识到航空运输业对经济和就业
发挥的关键作用，其经济活动催化剂能力对修复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害至关重要。
”

疫情重创之下 多国经济加码
本报记者 谢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
多国纷纷宣布关闭边境或实施交通管制，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甚
至发生了“拦截”抗疫物资事件。为支持货运物流，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 3 月 24 日启动名为“过境点情况观察”的在线平台，
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尽可能保障运输畅通。
在欧盟于上周宣布关闭边境基础上，包括奥地利、捷克、丹
麦、法国和波兰在内多个欧洲国家也纷纷关闭边境，德国、荷兰
及瑞典等国也宣布了不同程度的入境限制措施。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越来越多入境禁令使得交通
运输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许多货物在边境长时间耽搁，
保
持物流畅通变得越发困难。假如类似情况持续下去，将可能干
扰食品药品等重要物资运输，这将使基本需求主要依赖进口的
国家，
以及内陆国家受到严重影响。同时，
对跨境和中转货运过
度限制还将进一步加剧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为支持运输行业，
尽可能保持供应链畅通，
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启动了“新冠肺炎疫情过境点情况观察”在线平台，由各
国海关、运输从业者、欧盟委员会，以及拥有 350 万家企业会员
的国际运输联盟直接更新最新入境信息，同时还设有协助咨询
热线。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尔加耶罗娃同时呼吁各
国通过
“无接触”
过境等形式，
尽一切努力
“促进物资最大限度地
流动，
尤其是抗击疫情所必需的物资”
。

柬埔寨中国商会倡议
设立抗疫基金

美国纽约州规定自 22 日晚开始，
全州所有非关键行业企业的工作人员居家办公。图为一名外卖送货员戴口罩骑行。
支持。除了此前宣布的 750 澳元补助外，
还将向享受社会保障等类型居民另外提供
750 澳元的补助。三是提前释放退休金。
四是暂时降低退休金的最低提款率。五是
降低社会保障推定收益率。这一变化将使
包 括 养 老 金 领 取 者 在 内 的 大 约 90 万 人
受益。
在帮扶企业方面，政府将向年营业额
低于 5000 万澳元的中小型企业提供 2 万
至 10 万澳元不等的补贴。这项措施将使
约 69 万家企业、约 780 万人从中受益。
此外，
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建立
“新冠肺
炎疫情中小企业担保计划”
，
以支持中小企
业获得营运资金；并为陷入财务困境的企
业提供临时救济，暂时提高了债权人对公
司发出法定要求的门槛；还向澳大利亚航
空公司和机场提供 7.15 亿澳元的支持。

韩国：
100 万亿韩元稳定经济
3 月 24 日，韩国召开第二次紧急经济
会议，决定将支援国内经济的拨款规模上
调至 100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5685 亿
元），用于向企业提供流动性资金，稳定金
融市场。
具体来看，一方面，政府提供总计 51.6
万亿韩元的经营安定资金，主要用于向韩
国大企业、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及个体户提
供流动性资金，保障国内正常商业活动。
另一方面，提供共计 48.5 万亿韩元的稳定
金融市场专项资金，其中 20 万亿韩元作为
债券市场安定基金，10.7 万亿韩元作为证
券市场安定基金，10.8 万亿韩元用于支援
韩国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等。

（新华社发）

3 月 19 日，韩国曾召开第一次紧急经济
会议，决定拨款 50 万亿韩元应对经济风险。
第二次紧急经济会议在第一次会议基础上将
拨款金额扩增了一倍，同时扩大了支援对象
范围。

巴基斯坦：
扶持资金保障民生
3 月 24 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宣
布，政府为帮助经济主体和普通民众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将提供总计 1.2 万
亿卢比（约合 75.6 亿美元）的扶持资金，其中
约有四分之一来自本财年财政预算之外。
扶持资金将主要用于保民生、促生产，
包
括在全国范围内将汽油、柴油、煤油价格统一
下调 15 卢比/升、增加对公共事业商品公司
拨款以确保食物价格稳定、提前在国内采购
800 万吨小麦增加农民现金收入、对打零工
者在未来 4 个月内提供每月 3000 卢比生活
津贴、向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并放宽其还
款政策，以及向出口商和工业生产者提供流
动性缓冲资金等。巴基斯坦国家银行还打破
其单次利率下调不超过 0.75%的惯例，一次
性将利率从 12.5%下调至 11%。
此外，
为缓解贫困群体生存压力，
巴政府
还决定对豆、油等基础食品进口免征关税以
降低其价格，并且允许部分家庭以分期付款
方式支付电费和燃气费。巴基斯坦总理扶贫
特殊顾问萨尼亚·尼什塔尔表示，
全巴范围内
将有 1000 万贫困家庭获得现金资助。
此前，针对出口贸易商面临海外订单大
幅缩水并且履行订单难度增加这一困境，巴
基斯坦央行在现有两大促进出口框架下出台
系列减负措施，
以帮助工商业者渡过难关。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为支持柬埔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保护在柬同胞和当地民众，
柬埔寨中国商会倡议设立抗疫
基金。目前，
已有 50 多家企业捐款近 10 万美元。
中国驻柬埔寨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邬国权介绍，自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在驻柬使馆经商处指导和理事会及会员单位共
同支持下，柬埔寨中国商会积极发挥组织协调、桥梁沟通作用，
倡议并协助广大爱心企业和慈善人士踊跃投身抗疫活动，得到
了广大在柬中资企业和个人的积极响应。
近日，
柬埔寨中国商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决定，
倡议所有会
员单位、在柬商协会和中资企业一起奉献爱心，
共同设立在柬中
资企业抗疫基金，
用于捐助柬埔寨政府建立完善防疫体系、资助
在柬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协助在柬中资企业和中方工作人员
的诊断、隔离和救治，
以及购买医疗物资。
倡议书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广大会员单位积极响应和鼎力
支持。各中资企业踊跃捐款。据柬埔寨卫生部发布的信息，截
至 3 月 25 日上午 9 时，柬埔寨确诊病例已增至 93 例，并存在疫
情进一步扩散和加剧的风险。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视疫情快速蔓
延的趋势，
已采取多项管控措施。

巴西修建“方舱医院”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防疫形势，巴西圣保罗州和里约热内卢
州已经开始着手建造方舱医院。图为日前建筑工人在圣保罗市
的帕卡恩布体育场内建造
“方舱医院”
。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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