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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线上发布会，发布《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0年度报告》。

报告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及各国应对情况将成为亚洲2020年经济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5月11日，法国正式开启“解封”进程。
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经济部门积极谋划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解禁后的经济重启计划，但面
对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与经济部门普遍衰退
等难题，政府压力激增，面临在巩固抗疫阶段
性成果与尽快重启经济复苏之间的艰难平衡
与抉择。

面临艰难抉择

法国经财部部长勒梅尔近期指出，进一
步的经济复苏计划预计将于9月份或10月
份方能出台，但恢复经济活动是目前一切工
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法兰西民族而言至关
重要。

勒梅尔还在近期访谈中呼吁法国民众限
制措施“解封”后重返工作岗位。他强调：“我
们必须回到工作岗位，必须恢复经济活动，我
们必须一起实现复苏。”但是，勒梅尔的相关
表态与总理菲利普此前在国民议会中介绍

“解封”计划时的态度相反，后者立场明显更
趋保守，希望以更加稳妥的方式推动“解封”，
坚持循序渐进、谨慎稳健的原则，并力促为5
月11日后的初步“解封”设定诸多限制。

针对法国政府内部在“解封”措施方面的
分歧，法国经济学界认为，政府目前在强化、
巩固抗疫措施与尽快重启经济引擎间反复权
衡，艰难抉择，凸显经济复苏前景的严峻性。
一方面，法国国内疫情依然严峻，强制抗疫措
施仍需持续，疫情未来走势仍将是直接决定
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长时间的封
锁措施正对“休克”状态下的经济造成长期、
深刻影响，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与疫情造
成的多部门停摆、衰退等正成为“与疫情比
肩”的另一灾难。法国统计局经济学家在近
期发布的报告中警告，法国经济未来脱离“特
护状态”并复苏将会是缓慢的渐进式过程。

法国统计局指出，法国经济活动在最近数
周内略有增长，已出现部分微弱的市场活动。
但整体而言，法国经济部门的艰难境况自封锁
限制措施实施以来“几乎没有改善”，私营部门
的经济活动较正常水平减少了一半。法国统
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封锁限制措施每延长一个

月，当月GDP规模就将减少35%。

速度落后邻国

当前，欧洲各国高度警惕疫情过后陷
入崩溃陷阱，并依据各自国情设立经济复
苏计划。目前，丹麦、瑞士、奥地利、德国等
一些欧洲国家已逐步取消了限制措施，并
重启经济与贸易活动。

对此，法国有议员在近期的国民议会
听证会上提醒，如果法国经济复苏迟缓，出
口份额将出现结构性缩水，将来很难重新
夺回国际市场份额。他特别指出：“如果我
们不迅速复苏，特别是在未来的技术投资
方面，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他国赶超。”

法国统计局日前就指出，法国经济复
苏节奏和进程已明显落后于邻国，将面临

“被动分化”风险。在Merkit研究所近期
发布的反映商业负责人预期的PMI指数
中，法国4月份的跌幅大于德国。虽然目

前仍无法确切评估由此对两国经济及生产结
构带来的影响，但对自2016年以来公共财政
始终处于盈余状态的德国来说，其未来提振
经济的财政手段和能力将明显优于常年囿于
财政严重失衡的法国。

有法国经济学家认为，多年来法德两国
始终处于竞合状态。面对本次疫情冲击，法
德间的差异与分歧将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法
国政府在谋划疫情结束后布局的主要担忧之
一，更是法国政府始终在欧盟层面倡导债务
互助的重要原因。

确保有序复苏

目前，面对解禁后经济复苏的诸多挑
战，法国经济部门正加紧制订系列计划，保
障复苏活动有序展开。首先，经济复苏计划
将不仅局限于强化投资支持，更将针对航
空、旅游、汽车等特定行业需求、市场计划
等提供直接帮扶，强化对最困难企业援助，

如法国经财部宣布将向遭遇现金流难题的法
国弓箭玻璃制品公司提供3100万欧元直接
援助等。

其次，勒梅尔指出，未来出台的刺激计划
将不会包括减少餐饮行业增值税措施，并认
为“这并不是最适合的援助工具”。此前，法
国伯特兰集团总裁奥利维尔·伯特兰曾呼吁
将餐饮业的增值税下调至5.5%，但法国经济
部门则希望通过一项投资基金帮助企业恢复
在现金流方面的活力。同时，在航空业领域，
政府也将设立一项援助基金，并联合赛峰集
团、泰雷兹集团、空客集团等在内的主要承包
商与大型银行，共同支持约3000家涉及航空
业的中型公司。

最后，法国希望疫情后的大规模刺激计
划能在欧盟广泛协调框架内实施。勒梅尔
称：“没有什么比法国实施大规模复苏计划，
但德国却没有同步举措更糟糕的了。”他强
调：“欧盟必须立即作出同步反应，并共同支
持成员国的复苏计划。”

防控措施逐步“解封”，系列计划加紧制订——

法国积极筹划经济复苏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本报讯 记者袁勇报道：日前，博鳌亚洲
论坛举办线上发布会，发布2020旗舰报告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0年度报
告》。报告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及各国应对情
况将成为亚洲2020年经济走势的决定性因
素。当前，亚洲经济一体化阻力正在加大，应
该通过降低关税、消除壁垒和促进贸易等方
式来解决相关问题。

报告指出，亚洲经济增速在2019年出现
超预期下行，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速分化
加大。受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
张和国际合作中不确定性影响，亚洲经济体
商业信心、投资决策遭遇冲击，生产和贸易成
本增加，经济活动总体上明显放缓。同时，亚
洲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动力不足，
物价走势分化加大。但是，亚洲就业形势基
本稳定，收入有所增加，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2020 年亚洲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加严
峻。短期因素主要源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持续。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
了巨大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面临中断风

险。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政策有增无减，严重抑制了全球
贸易投资往来，极大影响了投资者信心。
中期因素主要源于亚洲各国和地区尤其是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效果递
减。长期因素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
力，对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报告认为，展望未来数年，亚洲经济仍
将在中低速轨道上前行。2020年，部分亚
洲经济体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总体经济
很可能出现零增长。亚洲经济最终走势如
何，取决于新冠肺炎疫情及各国应对情况。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多来，全球政治和
经济格局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在地缘
冲突、贸易摩擦、科技壁垒、国际制裁导致

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幅减速情况下，亚洲经济
一体化阻力加大。未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
程主要受制于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最重要因素是中美经贸摩擦走
向。第二个因素是多边贸易体制动荡。世界
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停摆和美国要求
一些发展中国家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行
为，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构成空前挑战，如
果主要WTO成员不能就当前问题形成共
识，诸边和区域贸易集团将可能成为未来发
展趋势。第三个因素是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等
非传统性挑战，可能突然对全球人员流、物
流、资金流产生重大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一些防控措施可能隐藏贸易保护主义动
机，成为限制人员、货物和服务流动的工具。

报告指出，对于亚洲经济体来说，目前存
在的积极因素是，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15个亚洲经济体宣布已经结
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将
于2020年正式签署协议。如果印度最终加
入其中，RCEP将占世界GDP的31%、全球
出口的30%、进口的27%、亚太地区贸易的
80%。未来，亚洲需要进一步确保全球价值
链可持续发展，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改变本土
企业发展滞后情况，扩大区域内部市场，提升
金融一体化程度。RCEP可为这些目标的实
现奠定组织基础。

报告认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
情，使全球供应链受到重创，商品、服务
和人员跨境流动停滞，资金链受阻，这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亚洲区内以及与全球经
济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程度之深。经济全球
化和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应该通过降低关税、消除壁垒和促进贸易
来解决，而不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
化上走回头路。

博鳌亚洲论坛发布2020旗舰报告——

全球化与亚洲经济一体化不能走回头路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
道：应南非国防军邀请，中国和南非两军近
日召开“中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分享
国际交流会”，两军卫生部门临床、检测、防
控等相关领域专家及中国驻南非使馆外交
官30余人分别在北京、杭州和比勒陀利
亚、布隆方丹、开普敦5地参会。

会上，中南双方分别介绍了两军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总体情况，中方专家重点介

绍了新冠肺炎典型病例救治措施、定点收治
医院内的防控举措，以及病毒监测技术要点
等内容。中国驻南非使馆国防武官尚鸿少
将介绍说，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与非洲国家举
行新冠肺炎疫情经验分享视频会议，充分体
现了中南两军间的友好关系和兄弟情谊。

南非方面高度评价中国军队参与疫情
防控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对
中方及时分享防控诊疗经验表示衷心感谢。

中南两军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柬埔寨中
国商会日前向柬埔寨卫生部捐赠了一批包括
5万只医用口罩、1000公斤消毒液、1000份
中药包和1万只KN95口罩在内的防疫物资
以及5万美元“抗疫基金”，支持柬埔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柬埔寨卫生部大臣曼本亨感
谢柬埔寨中国商会为柬防控疫情所作的努
力，表示卫生部将继续与世卫组织等国际组
织合作做好防疫工作，并呼吁国人对可能出

现的第二波疫情保持警惕。柬埔寨中国商
会会长、中国工商银行金边分行总经理敬
骏表示，柬埔寨中国商会在中国驻柬使馆
指导和支持下，将积极参与促进双边经贸
投资合作。

3月25日，柬埔寨中国商会倡议设立
“抗疫基金”，以支持柬埔寨政府、在柬中资
企业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截至5月 8
日，柬埔寨已连续26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柬埔寨中国商会向柬捐赠物资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李学华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公
布了未来几个月内逐步取消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的限制措
施三步骤计划——“COVIDSafe”，以帮助澳大利亚人做好安
全重返工作岗位的准备，并使经济回到更加可持续轨道。

“COVIDSafe”三步骤路线图将强调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卫
生措施，逐步增加社交聚会、企业复工、娱乐活动和出行。

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在“拉平疫情增长曲线”方面非常成
功，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非常少。因此，澳政府决定
采取谨慎步骤放松一些限制。同时，政府对每个主要限制领
域都设定了3个关键步骤，目标是到2020年7月份在澳大利
亚建立一个应对新冠病毒的安全生活和工作方式。

第一步，允许至多5名访客进入家中，住家之外的聚会最
多可10人，重新开放高尔夫、游泳池、图书馆、社区中心、游乐
场和公园里的训练营，并且增加购物、商业和零售活动，包括
餐馆和咖啡馆、房屋买卖和拍卖，以及本地和乡村地区旅行。

第二步，大多数商业恢复营业，允许多达20人的户外聚
会，并重新开放健身房、美容理疗、电影院、游乐园、美术馆、博
物馆和一些州际旅行。同时，重新开放大篷车和露营地。在
某些情况下，州和领地可以允许更多人聚集。

第三步，允许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重新返回工作，向安全生
活和工作方式过渡。聚会人数可多达100人，并考虑允许跨
塔斯曼（与新西兰之间）、太平洋岛国和国际学生旅行。美食
广场、浴房和所有国内州际旅行都将恢复。

“COVIDSafe”路线图的第一步将支持31亿澳元的经济
活动和每月25万个工作岗位，第二步支持30亿澳元经济和
27.5万个工作岗位，第三步支持33亿澳元经济和32.5万个工
作岗位。

澳大利亚宣布

重启经济路线图

巴基斯坦开始

逐步解除封锁措施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关晋勇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
表示，美国将开始实施一项计划，向农民和牧场主购买30亿
美元的乳制品、肉类和农产品。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破坏了整个美国的供应链，导致农产
品价格暴跌。同时，需求骤降，买方越来越少。在此情形下，
农民被迫销毁自己的农作物，倾倒牛奶并扔掉无法储存的易
腐烂物品。

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30亿美元收购
农产品是“农民家庭食品盒”计划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最
近宣布了一项名为“冠状病毒食品援助计划”的190亿美元
救济计划，该计划将为农民和牧场主提供160亿美元，并以
30亿美元用于购买新鲜农产品、乳制品和肉类。美国农业
部5月8日通过“农民家庭食品盒”计划，批准了与生产商
的12亿美元合同。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得美国部分大型屠宰场被迫关闭，
许多美国人正在为肉类短缺做准备。对此，特朗普已经签署
了一项行政命令，即使肉类加工厂工人生病了，这些工厂也要
保持运转。据报道，在一些出现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情况的养
鸡场，工人们不得不对鸡实施安乐死。预计，美国全国各地工
厂关闭将导致该行业损失数百万只猪、鸡和牛。

美国政府将购买

30亿美元本国农产品

5月7日，在法国巴黎北站，地面上贴着提醒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标识。 （新华社发）

5月10日，在加沙地带的汗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农民佩
戴口罩收获小麦。 （新华社发）

巴勒斯坦喜迎收获季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日前召
开国家协调委员会会议决定，自5月9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逐
步解除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执行的封锁措施，包括建筑业
等相关行业全面复工复产、恢复医院门诊并允许购物中心每
周营业5天。由于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未能在会上达成共识，
巴国内铁路、航空等公共交通不在此次“解封”之列。另外，学
校停课将暂定延长至7月15日。

巴总理伊姆兰·汗表示，巴政府作此决定主要是考虑长期
封锁会让低收入人群面临生计困难。政府在有限资源条件下，
必须在防止疫情扩散和恢复经济运行之间兼顾平衡。鉴于当
前疫情在巴迅速扩散，并且全球疫情有可能卷土重来，因而人
们在“解封”后的生产生活中应该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防疫标
准作业流程。巴政府已经安排志愿者就防疫措施向国民加强
宣传，下一阶段抗击疫情能否成功将取决于民众的配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