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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近期，中国经济复苏状况受到美国主流媒体和金融机构广泛关注，认为中国经济复

苏势头稳步增强，提升了人们对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也促使经济领域专家提高了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延续复苏态势，复工
复产有序推进。中国经济状况受到美国《华
尔街日报》、摩根士丹利等主流媒体和金融机
构的广泛关注，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势头稳步
增强，提升了人们对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也
促使经济领域专家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预期。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题为《制造业引
领中国经济复苏，中国消费者助一臂之力》的
报道指出，由中国制造业带动的经济复苏再
获提振，中国消费者开始加速购买大件商品，
推高了房价和汽车销售数据，并促使经济领
域专家上调了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的增长展望。

尽管衰退阴云依然笼罩着大部分发达经
济体，但中国包括失业率在内的多项经济指
标都有所改善，这增强了人们对全球经济的
乐观情绪。5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小
幅降至5.9%，略低于4月份的6.0%，在2月
份升至创纪录的6.2%之后进一步好转；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增速较
4月份回升0.5个百分点；由于汽车销售额同

比增长了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下降2.8％，远远低于4月份同比下降7.5%
的幅度。

报道总结称，许多经济领域专家认为
上述鼓舞人心的数据表明，中国在新冠肺
炎疫情后复苏的势头终于开始增强。牛津
经济研究院驻香港经济学家高路易表示，
在政策支持下，中国经济将继续复苏，他已
将中国今年GDP的增长预期上调1.2个至
1.7个百分点。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
司经济学家马丁·拉斯穆森表示，中国对基
础设施的投资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加速，
将推动许多行业投资和生产增长，这将提
高机构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拉斯穆
森指出，此前曾预测中国经济将在今年第
三季度恢复同比增长，但目前的经济数据
表明，中国可能已经提前达到了这一里
程碑。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

中的对华鹰派持续敦促美国在经济上与
中国“脱钩”。但是，实际作出生产和销售
决定的是企业主体，他们发现“脱钩”并非
易事。

高盛首席日本股票策略师凯希·松井表
示：“在严峻的经济压力下，需要中国经济来
维持繁荣。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中国
经济持续增长对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来
说都至关重要。”

报道称：“中国经济实力仍是避免全球经
济持续衰退的最后希望，企业也在努力应对
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风险。”

《华尔街日报》日前另一篇题为《中国是
美国晦暗全球贸易形势中的亮点》的报道，对
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乃至全球贸易形势中的
作用给出了罕见的积极评价。报道称，在新
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全球贸易情况下，中国
重新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美国农
户和其他出口商来说是少有的亮点。4月

份，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397亿美
元，比上个月增长了近43%，再次超过了美
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额。在全球贸易
前景暗淡之际，对华贸易成为美国外贸的
亮点。

报道强调，中美扩大贸易能够促进全球
产业链恢复，进一步提振疫情下的世界经济，
为各国恢复生产提供有力支撑。根据世界银
行最近的一项预测，中国是今年唯一可能实
现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报道还引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
克雷格·艾伦的话说：“中国看起来将成为
2020年乃至2021年全球GDP增长的最大
引 擎 。 我 们 当 然 希 望 美 国 公 司 从 中
受益。”

此外，摩根士丹利日前举行线上会议，发
表了其对2020年下半年全球及中国经济和
资本市场前景的展望。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
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在疫情影响下，全球经
济将出现“深V”走势，中国经济将率先复
苏。目前，中国制造业、建筑业已恢复到疫情
发生前的水平。摩根士丹利中国市场策略师
王滢表示，今年3月份摩根士丹利已在全球
新兴市场中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为“增持”，
未来12个月内预期中国股市可大幅跑赢新
兴市场。

美主流媒体和金融机构认为——

中国经济向好提升全球预期
本报驻纽约记者 高伟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艰难经济形
势，法国政府近期启动了大规模经济复苏计
划，希望尽快提振经济增长，并以此为契机推
动经济领域的数字化与环保转型。与此同
时，由庞大公共支出支撑下的经济救助与复
苏计划也带来了严峻的财政问题，公共债务
持续积累，将严重制约“后疫情”时期经济复
苏的步伐。

法国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
2020年一季度末公共债务已攀升至GDP的
101.2%，成为继2019年第三季度的100.3%
之后，历史上第四次跨越 GDP100%的上
限。其中，2020年第一季度较上季度增长
584亿欧元，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最大季度增
长。据了解，近期公共债务激增主要由3部
分组成，其中国家债务增加464亿欧元、地方
公共管理增加33亿欧元，社会保障管理增加
87亿欧元。法国统计局解释，2020年一季
度公共债务激增主要受疫情引发的卫生危机
影响。同时，经济活动减少与政府对企业及
家庭的援助支持措施，如部分失业救助计划

等，均加剧业已高企的公共债务。
法国央行在近期发布的宏观经济预测

中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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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法国的资产负债表远高于占
GDP101%的欧元区平均水平。法国审计
法院新任院长莫斯科维奇呼吁各方“保持
冷静”，认为经济部门未来的提振与刺激计
划将有效削减债务，强调占GDP120%的
公共债务本身并不是灾难，债务增长形势
仍相对可控。当前，低利率环境将有利于
法国拥有较低成本的负债。据了解，面对
严峻的疫情形势与紧迫的经济复苏任务，
法国经济部门已多次向上修正债务目标，
从最初财政法案中债务上限为GDP的
98.7%，到后期的115.2%，一直到最新版
本的121%，均显示出公共财政领域存在
平衡矛盾，一方面，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需

庞大财政支持，政府寄希望于经济快速重启
以改善当前失衡账户；另一方面，公共债务急
剧积累将极大影响经济复苏计划的效果与可
持续性，并将增大未来经济风险。

对此，法国审计法院在6月29日发布的
《公共财政状况与前景》年度报告中，针对经
济部门当前秉持“以增长促减债”的行动策略
发出警告，认为当前的复苏措施存在严重“后
劲不足”与“不可持续”风险。法国审计法院
认为，简单依靠疫后增长复苏与提振计划来
控制公共债务平衡的做法“并不明智”。当
前，公共支出带动的经济增长已明显低于前
几年，特别是在政府目前仍持续追加重大投
资与转型计划情况下，公共财政账户失衡问
题已十分严峻。法国审计法院还依据当前经
济形势预测了3种公共账户的未来走势，一
是在最优情况下，法国财政赤字有望在2023
年恢复到疫情前的预期水平，但公共债务仍

将处于高位。二是在增长持续复苏，但财政
漏洞无法有效填补的情况下，法国债务将保
持占GDP115%的水平。三是如果经济增长
在后疫情时期仍持续疲软，公共债务将持续
飙升至GDP的140%。

法国审计法院认为，当前经济复苏前景
整体乐观，政府也保持经济将呈总体反弹的
积极预期，但有必要对债务激增趋势保持高
度警惕。据了解，法国经财部目前正考虑对
规模为1500亿欧元的部分“疫情债”加以限
制，缓和债务激增压力。

法国审计法院官员建议，一方面在当前
较为低迷的经济预期下，即使拥有较为有利
的低利率环境，也不应将所有减债希望都寄
托在未来增长复苏的经济红利，而是与当前
提振经济措施同步展开。同时，政府的经济
复苏计划需更具针对性，融资渠道也需更具
多样性，不可仅仅依靠国债提供资金，并应设
定明确的临时性日落条款。

另一方面，需重新审查当前所有经济复
苏领域的公共财政干预政策，在确保公共卫
生与环境转型等必要支出的情况下，有效削
减其他非必要支出，充分保障公共支出高质
量与公共投资高效率，避免出现财政侵蚀
现象。

政府启动经济复苏计划 推动数字化与环保转型

法国债务积累制约经济复苏步伐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法国政府近日启动了大规模经济复苏计划，希望尽快提振

经济增长，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经济领域的数字化与环保转型。不过，随着公共债务持续

积累，严重的财政问题将制约法国经济复苏步伐。

针对有地方官员呼吁取消民众乘坐公交车和在商场购物时须戴口罩的规定，德国联邦政府近日表示，支持延续“口罩强制令”。图为7
月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两位戴口罩的女子从一家商场内走过。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德国政府支持延续“口罩强制令”

7月6日至10日，奥地利多禄泰拍卖行在首都维也纳附
近的弗森多夫举办“迷你”老爷车拍卖前展示活动。据介绍，
本次共有100多辆“迷你”老爷车参展，公众可于展期内免费
前往观赏和拍摄。图为一名男子在奥地利“迷你”老爷车展上
参观。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奥地利展出“迷你”老爷车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近日发布《2020
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产生的电子
废弃物（带电池或插头的废弃产品）总量达到了创纪录的
5360万吨，仅仅5年内就增长了21%。

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将达到
7400万吨，在短短16年内几乎翻了一番，这使得电子废弃物
成为全球家庭垃圾增长最快的品种。这一现象主要是由更高
的电气和电子设备消耗率、短生命周期以及维修选择屈指可
数等因素所致。

报告显示，2019年只有17.4%的电子废弃物被收集和回
收。这意味着黄金、白银、铜、铂和其他高价值、可回收材料大
多被倾倒或焚烧，而不是被收集起来经过处理后再利用。据
保守估计，这些未回收的电子废弃物价值可达570亿美元，超
过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报告指出，2019年亚洲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数量最多，约
为2490万吨，其次是美洲（1310万吨）和欧洲（1200万吨），
非洲和大洋洲分别产生了290万吨和70万吨。按人均计算，
欧洲人均电子废弃物产生量排名全球第一，为16.2公斤。大
洋洲名列第二（16.1公斤），其次是美洲（13.3公斤）。亚洲和
非洲则要低得多，分别为5.6公斤和2.5公斤。

报告强调，电子废弃物危害健康和环境，含有有毒添加剂
或汞等有害物质，会损害人脑和身体协调系统。

联合国发布报告显示

全球电子废弃物

5年增两成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公布
的数据显示，6月份欧盟经济景气指数较上月增长8.1，升至
74.8。今年4月份，该指数受疫情影响大跌30.8，至63.8，创
下自1985年欧盟经济景气指数历史新低。

欧盟经济景气指数是德国联邦统计局受欧盟委员会委托
在欧盟范围内通过调查形成的数据，该指数超过100时，表明
欧盟经济明显好于平均水平。

该指数主要由制造（40%）、服务（30%）、消费（20%）、零
售（5%）和建筑（5%）五大指标组成。此前的数据显示，今年
4月份欧盟成员国这五大指标全面大幅下跌。随着疫情缓和
及封锁措施解除，6月份制造、零售和服务业指标出现明显
好转。

欧盟6月份经济

景气指数大幅回升

韩国将向核心技术领域

投5万亿韩元

据 新 华 社 日 内 瓦
电 世界贸易组织新任总
干事提名工作8日结束。
继墨西哥、尼日利亚、埃
及、摩尔多瓦和韩国之后，
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和英
国当天分别提交本国候选
人名单，世贸组织总干事
候选人升至8人。

当天，肯尼亚提名体
育文化部长阿明娜·穆罕
默德参选世贸组织总干
事。英国当天提名前国际
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参选。沙特阿拉伯提名人
选是前经济和计划大臣穆
罕默德·图韦杰里。此前
得到提名的候选人有墨西
哥贸易官员赫苏斯·塞亚
德、尼日利亚经济学家恩
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埃及法律专家哈米德·马
姆杜、摩尔多瓦前外交部
长图多尔·乌里扬诺夫斯
基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希。

世贸组织现任总干事
阿泽维多5月宣布将于8月31日正式离任，
提前一年结束任期。新任总干事遴选程序6
月8日正式启动。根据世贸组织规定，总干
事遴选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在提名阶段，世贸
组织成员提名各自候选人；在随后的竞选阶
段，被提名候选人与世贸组织成员见面，就与
该组织相关的议题陈述观点，并接受成员提
问；最后，总理事会将与成员协商，缩小候选
人范围，并最终作出人选任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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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
日发布消息称，韩国将投入5万亿韩元推动“生产材料、零部
件、生产设备2.0战略”，旨在增强韩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竞
争力。

一年前，受日本对韩加强出口管制影响，韩国曾针对支柱
产业100种生产材料、零部件及生产设备提出了国产化和核
心技术自主化方针，并制定了相关规划。考虑到当前韩国国
内外经济形势，为保证产业安全和支柱产业、新兴产业供应链
稳定，韩国近日推出了“生产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2.0战
略”，将项目种类由100种扩大到“338+”。

据介绍，“338+”生产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包括半导体
产业、生物科学、新兴汽车产业158个项目和汽车产业、电子
产业、电器等产业180个项目，并另从生物科学、环保、能源、
机器人等产业再酌情选取一些重点扶持项目。

另外，韩国还将选取15个研究所，构建配套评估、检验体
系，以推动自主技术商用化。选取32个研究所作为融合创新
支援团，选取13所大学作为技术战略咨询团，为相关企业提
供技术支持。

根据新战略，韩国将在2022年之前投入5万亿韩元，用
于技术研发。同时，结合韩国“新南方战略”和“新北方战略”，
提高外国企业研发参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