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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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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让·卡斯泰为新总理，负责组建新政府。随着法国进入

“后疫情时代”，“解禁先生”卡斯泰将着重推动以提振经济为核心的系列政策改革，紧抓

疫情后经济复苏机遇，推动发展模式转型。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让·卡斯泰为
新总理，负责组建新政府。现年55岁的卡斯
泰此前曾担任东比利牛斯省普拉德市市长，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政府委任负责逐步解
除疫情防控措施及政策制定与落实协调工
作，被称为“解禁先生”。随着政府架构调整
完成，法国将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卡斯泰
将着重推动以提振经济为核心的系列政策改
革，紧抓疫情后经济复苏机遇，推动发展模式
转型。

面对疫情冲击下法国国内各领域面临的
艰难困境，卡斯泰面临的挑战可谓非常艰
巨。在宏观层面，法国经济虽初现复苏迹
象，但远未进入稳定复苏区间。法国统计局
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二季度经济增速
下降17%，6月份经济活动较正常水平减少
12%。同时，受财政赤字扩大与GDP缩水
等影响，法国2020年公共债务将急剧上升
至119%，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法国央
行曾提醒，在当前形势下，法国需要至少2
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在企业层

面，法国企业普遍面临偿债能力下降、信
用评级降低、现金流短缺及市场需求疲软
等难题，破产企业规模持续扩大。在就业
层面，受疫情冲击，法国将在未来几个月
内损失约80万个工作岗位，或将引发消
费疲软、社会分歧、社保失调等诸多
矛盾。

面对严峻的复苏与改革难题，卡斯泰
将面临多个艰难抉择，特别是要在疫情应
对与经济复苏、刺激计划、财政可持续、社
会矛盾调和，以及推进改革进程等议题间
谋求平衡，并将各领域改革计划统筹至马
克龙设定的以“独立、重建、和解与新路线”
为原则这一新阶段转型框架下。

在经济领域，卡斯泰承诺将把“复苏计
划”作为首要任务，特别是在赤字高企、债
务积累的情况下，坚定推进经济复苏进程，
进一步释放政策空间。同时，今夏即将推

出的刺激方案，包括大规模能源转型与更新、
调整税制以改善企业现金流、最大限度维持
财政稳定等都备受期待。另外，卡斯泰还将
重点解决法国制造业面临的周期性与结构性
困境，进一步强化经济部门已推出的援助措
施，包括向航空业提供150亿欧元救助资金，
以及80亿欧元汽车业救助和旅游业180亿
欧元资金等。

在就业领域，受经济下行与疫情双重冲
击，曾出现短暂好转的法国就业再次进入“寒
冬”。对此，卡斯泰承诺将集中精力维持制造
业的就业，帮助工人从低薪国家回国，以助力
法国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卡斯泰将
领导政府各部门推出新的就业提升政策，包
括长期部门失业计划、大规模青年招募计划
等，并加大对职业培训与企业生产设备更新
的投资。卡斯泰强调：“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就
业岗位恢复，以及继续维持面临全球化竞争

的工业岗位。”
在其他领域，卡斯泰将延续马克龙承诺

的新绿色发展道路，推动法国重建生态经
济，启动绿色转型，推进建筑业新能源更新、
降低运输污染、加大对绿色产业支持等。同
时，卡斯泰承诺将提供总额超200亿欧元的
转型资金用以修补疫情期间被大量征用的
医疗资源，并加大对医护人员奖励。另外，
卡斯泰将继续稳步推进养老金与失业保险
改革，强化与社会伙伴及代表交流，突出各
领域改革与宏观政策间的一致性。面对疫
情对国内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冲击，法国政府
将下放部分权力，以促进地区多样化与灵活
性发展。

有法国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未来疫情仍
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法国经济或将在未来
一段时期内处于“低速”复苏区间，并继续呈
现一定“疫情应激反应”，包括市场需求、家庭
消费、制造业生产及就业等领域都将持续承
压。在此情况下，如何领导新政府巩固抗疫
成果，快速重启经济，稳固社会、民意及政局
基本盘，最大限度凝聚国内各方力量推动政
府改革与转型计划等，都将是卡斯泰履新后
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法国最终能否将复苏
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的重中之重。

机遇挑战并存

法国着眼推动疫后经济转型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与国际家畜研究所7月6日共同
发布题为《预防下一场大流行：人畜共患病以
及如何阻断传播链条》的报告指出，全球每年
约有200万人因人畜共患病丧生，除非各国
采取人类健康、动物健康与环境健康共治的

“大健康”模式，否则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全
球大流行在未来仍会继续发生。

报告指出，所谓人畜共患病，又称动物传
染病，是指从动物来源传入人类的疾病。新
冠肺炎不是第一种人畜共患病，也不会是最
后一种。目前，已在全球导致超过50万人死
亡的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来源于蝙蝠，但新冠
肺炎只是一大批日益增多的动物传染病中最
新的一种，其他还包括埃博拉、中东呼吸综
合征、西尼罗河热以及裂谷热等，人类活动
加速了这些疾病从动物向人类自身的传播
进程。

此类传染病暴发可导致严重疾病、死亡，
以及由于牲畜数量减少所引发的产能下降，

这对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数以百万计
小规模农户而言，是威胁生存的严重问
题。仅在过去20年间，除新冠病毒以外的
其他动物传染病就已造成高达1000多亿
美元经济损失，未来数年内新冠肺炎疫情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可能高达 9 万亿
美元。

报告列出了致使人畜共患病增多的七
大原因，包括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集约
农业和不可持续的农业操作增多、对野生
物种的使用和利用加剧、城市化与土地用
途改变以及冶金工业加速对于自然资源的
不可持续使用、旅游和交通活动、供应链改

变以及气候变化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安德森表

示：“科学结论非常明确，假如我们继续压榨
野生物种，破坏生态环境，那么未来世界将目
睹一系列类似疾病不断从动物传给人类。正
如全球在过去几个月中所看到的，大流行病
对生活和经济破坏巨大。为了防止此类疾病
在未来再次暴发，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保护自
然环境。”

报告认为，人畜共患病涉及环境、农业和
医疗三大领域，因而各自为政的政策框架在
应对此类疾病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未来,
结合公共卫生、兽医学以及环境科学的“大健

康”模式，将是预防和应对此类疾病暴发和流
行的最佳手段。

报告还向各国政府提出了预防人畜共患
病以及如何阻断传播链条的十条具体措施建
议。一是投资包括“大健康”在内的跨学科预
防应对项目；二是扩大人畜共患病领域的科
学探索；三是将疾病对社会的影响纳入疾病
损失计算和成本效益分析；四是提高民众对
人畜共患病的认识；五是加强对食品系统等
人畜共患病相关领域的监督和规范；六是激
励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模式，开发保障食品安
全和生计的新方法，减少对栖息地和生物多
样性的破坏；七是加强生物安全和控制，找出
畜牧业新发疾病的致病因素，鼓励经实践证
明有效的动物传染病管理和控制手段；八是
支持可持续的土地和海洋管理，帮助农业与
野生物种以可持续方式共生；九是加强各国
卫生系统能力建设；十是将“大健康”模式运
用到土地使用和可持续发展规划、落实及监
督等领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家畜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

各国应采取“大健康”模式防范疫情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家畜研究所日前共同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每年约有200

万人因人畜共患病丧生，除非各国采取人类健康、动物健康与环境健康共治的“大健康”

模式，否则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在未来仍会继续发生。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
道：日前，中国外交部援助阿拉伯国家联盟
抗疫物资交接仪式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
阿盟总部举行，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
代表廖力强向阿盟助理秘书长扎齐转交防
疫口罩。

廖力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向阿拉伯国家援助大量抗疫物资，毫
无保留地向阿拉伯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和技

术，同21个阿拉伯国家举办卫生专家视频会
议，向8个阿拉伯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同时
协助阿拉伯国家在华采购抗疫物资，支持其
有序复工复产。廖力强表示，中方期待同阿
方共同努力，通过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
级会议向外界发出团结抗疫积极信号，增进
双方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打造面向
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推动中阿战略伙
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扎齐在致辞中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
为支持阿中关系发展、阿中抗疫合作作出
的不懈努力，认为这批援助物资正是阿中
友好情谊历久弥坚的见证。他表示，阿盟
秘书处愿与中方继续相互支持，不断推进
阿中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图为中国向阿盟捐赠抗疫物资上，拉
起印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条幅。

（本报记者 田士达供图）

中国向阿盟捐赠抗疫物资
本报达喀尔电 记

者宋斌报道：日前，塞内
加尔总统萨勒发表全国
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解除
紧急状态，自7月15日
起视情况逐步恢复国际
航线。

萨勒总统向全国各
界人士为抗击疫情所作
努力表示感谢。他分析
说，塞内加尔疫情主要
集中在首都达喀尔、蒂
乌贝尔和捷斯等三地，
病例数量占全国92%，
其中达喀尔省病例占全
国的54%。他强调，紧
急状态虽已取消，疫情
并未结束、病毒仍在，上
述三处“重灾区”仍应继
续严格把握抗疫措施，
他建议民众应坚持勤洗
手、保持社交距离、杜绝
非必要聚会、尽量限制
外出和正确佩戴口罩。

疫情给塞国民经济
造成重大损失，萨勒总
统称，去年国家GDP增

长达6.8%，今年估计这一数值将在1.1%甚至
以下。为此，国家建立了“团结抗疫基金”，筹
集了1万亿西非法郎（约120亿元人民币）支
持国家“经济社会韧性计划”。

“经过3个月的顽强抗疫，国家卫生健康
事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民经济遭受
巨大损失。”他说，在此情况下，国家既要继续
坚持抗击疫情、保卫人民生命与安全，也要着
手恢复已遭重创的国民经济。

萨勒总统就解除紧急状态和取消宵禁措
施提出了要求，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恢复正
常工作状态；但诸如菜市、超市等公共市场需
要每周停业一天以全面消毒，封闭型娱乐场
所继续保持停业。根据已确定卫生协议，自7
月15日起视情况逐步恢复国际航线，但水路
和陆路国际航线继续保持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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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
发布专题报告指出，全球电动汽车蓬勃发展导致需求激增，预
计到2030年全球将生产2300万辆乘用车。

报告称，电动交通及用于制造可充电汽车电池的原材
料重要性日益突出，预计此类原材料的需求将快速增长，石
油能源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目前，全球正在努力降低温室
气体排放，预计这一趋势将刺激对绿色能源生产的进一步
投资。

报告认为，如果电动汽车充电电池原材料来源能够确保
可持续性，那么可充电电池将在全球向低碳能源体系过渡中
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18年，全球
最常见的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估计为70亿美元，到
2024年预计将达到588亿美元。

目前，电动汽车电池的原材料储备高度集中在几个国家，
而且附加值有限。世界近50%的钴储量在刚果，58%的锂储
量在智利，80%的天然石墨储量在中国、巴西和土耳其，75%
的锰储量在澳大利亚、巴西、南非和乌克兰。这种高度集中现
象容易受到政治不稳定和生态环境破坏等不利因素影响，一
旦原材料供应中断，可能导致市场吃紧、价格上涨和汽车电池
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全球向低碳型电动交通转型。因此，加大
力度投资绿色技术，减少对电池原材料的依赖，有助于降低锂
和钴等原材料供应短缺的脆弱性。

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司司长帕梅拉·库克·汉密尔顿
表示:“随着投资者对石油行业的未来持越来越谨慎态度，电
池等替代能源将变得更加重要。用于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战
略原材料需求持续上升，将为供应这些原材料的国家打开更
多的贸易机会。对这些国家来说，拓展自身能力并向价值链
上游移动很重要。”

统计分析显示，汽车电池制造主要由亚洲国家主导。
2015年，中国约占全球市场的39%，日本占19%，韩国占7%。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预测

全球电动汽车电池

原材料需求将大增

疫情之下的印尼“高考”

7月6日，印尼国家公立大学入学考试在全国范围内举
行，考试分两期举行，采用电脑考试形式。受疫情影响，参加
此次考试的考生将佩戴口罩并测量体温，体温超过37．5℃的
考生将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图为当日在西爪哇省德波的
一所大学，考生佩戴口罩参加考试。 （新华社发）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近日，市场研究机构IHS
Markit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6月份企业采购经理人

指数升至47.0，较5月份的32.3大涨近15点，超过此前45.8
的预期。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从5月份的31.9大涨至6
月份的48.5。

市场分析认为，德国逐步解除封锁，给经济重新复苏带来
了新的希望。6月份的数据出现了明显改观，但总体采购经
理人指数仍未回升至50点以上，表明德国经济仍处在下行区
间内。大部分专家认为，随着暑期到来和管控措施进一步放
松，德国经济回到复苏轨道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

德国企业采购经理人

指数大幅回升

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

将萎缩5.8%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近

日发布的经济师调查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新
加坡经济今年二季度将萎缩11.8%，全年预测从此前的增长
0.6%转变为萎缩5.8%。该调查报告每三个月更新一次。

调查显示，23名受访经济师预测新加坡今年经济萎缩幅
度最有可能介于4.1%至6%之间，明显低于之前预测的零至
增长0.9％。至于明年，经济形势有望好转，预计将恢复至增
长4.8％。

在个别行业方面，经济师预测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业以及
住宿与食品服务业今年会陷入萎缩，跌幅分别为11.4％、
12.8％、26％。制造业、金融与保险业则可能分别获得2.2％
和3.1％的增长。

另据新加坡人力部此前公布的数据，不包括外籍女佣，新
加坡今年第一季度的就业人数锐减25600人，是新加坡有史
以来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季度萎缩，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