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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为避免造成大规模失业，法国近期将“稳就业”作为经济复苏重点之一，积极推出包

括促进青年就业、进一步加强培训、促进企业内外人员流动、推动长期失业群体融入等

系列措施，夯实就业对经济复苏的支撑作用。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深刻改变
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现存世界政治与经济
格局将加速转型。

一、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拖累经济全球化
进程。

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繁荣且蓬勃发展的国
际市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生产网络与全球
供应链。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使供给与需求陷
入突发性中断状态，暴露出经济全球化的脆
弱性，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冲击
了全球产业链和各国经济的稳定，全球贸易
需求萎缩，市场需求疲弱进一步加剧，经济全
球化将成为这场疫情最主要的长期受害者，
疫情前本已抬头的经济“逆全球化”更加
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可能改变经济
全球化的既有格局，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域
化、本土化趋势加强，并直接导致资产负债表
短期恶化，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世界经济系
统性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地
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进一步导致一些国
家走向自我封闭的民粹主义之路。民粹主义
影响力急剧上升，全球化进程将进一步倒
退。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化可能回
归“经济主权时代”。

世界各国在抗疫及疫后复苏中各自为
政，不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使经济融合难度
进一步增大。全球疫情进一步扩散，给全球
经济带来了较大冲击，特别是严重影响发展

中国家经济体。发达国家已建立起相对完
善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拥有强大的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其医疗体系的韧性和
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真正可能出现
重大问题的是那些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
的发展中国家，疫情全球化很有可能重创
这些国家加工出口制造业。

尽管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从根本上
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进程，但将会
推动国际经济形成一种有限的全球化，世
界经济本土化、区域化、碎片化趋势将进一
步加深。同时，全球经贸投资等短期内难
以回归正常轨道，促使全球产业链回流，全
球价值链出现阶段性收缩，进一步推动全
球价值链向区域化方向发展。此次疫情还
破坏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完整性，也使全球
新兴经济体等概念面临“空洞化”危险。由
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切身感受到了人
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合作开放、
互利共赢，携手抗疫的重要性；“一带一路”
合作正成为维护全球化与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的中坚力量、共同抵御各类风险的合作
平台。所以，需要持续完善“一带一路”合
作网络，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一体化，积极
扭转因疫情造成的“逆全球化”不利局面，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全方
位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将导致世界经
济秩序失衡进一步加剧，因疫情致贫、返困的
人口将急剧上升，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进一步分化、复苏难度也
进一步上升。

第一，短期冲击极为严重。新冠肺炎疫
情对贸易、服务业冲击很大，并进一步降低了
全球贸易增速。德国、韩国、墨西哥等贸易依
存度较高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全
球疫情快速蔓延的严峻态势，多个国家在积
极采取防控举措，限制或禁止群体活动，减少
人群聚集风险的同时，也造成实体经济增
速放缓。同时，实行边境控制，采取严格的旅
行限制等措施严重制约了当地零售、批发、物
流等行业发展，加剧经济下行压力。世界经
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将抑制投资
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第二，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断链风险上
升。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扩散导致
全球经济更为脆弱，延迟复工、销售滞缓、进
出口受阻、劳动力不足、供应链断裂等因素对
制造业等影响较大，导致制造业发展受阻，全
球经济分工将不得不面临大调整的局面。

第三，对经济领域呈现全方位破坏态
势。在宏观层面，需求和生产骤降，短期失业

率大幅上升，物价上涨。在中观层面，旅游、
餐饮、交通运输、娱乐、教育培训等行业受到
严重冲击。同时，私营部门、小微企业、小时
工等微观个体受损程度更大。

第四，进一步诱发全球资本市场大幅动
荡。疫情冲击实体经济，影响投资者信心。
美国股市波动加剧，甚至数次触及熔断机
制。为应对疫情，一些国家积极出台包括减
税、投资、再融资等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
疫情暴发以来，各国相继采取宽松货币政策，
增加流动性，以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
济及金融市场的冲击。

尽管疫情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但疫情
防控催生的远程居家办公和在线社交等智能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可能成为全球经济
新的增长点。在线会议、在线教育、在线娱
乐、在线医疗以及在线电子商务与消费新模
式促进了营销方式创新。疫情推动了人工智
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技术普及，提升社会治
理体系科技能力，助推数字产业发展，加快了
去现金化进程，电子支付系统以及信用卡因
而快速发展，直接助推了世界各国央行发行
数字货币并建立数字个人账户的进程。一种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将蓬勃兴
起，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社会数字化程度逐
渐加深。世界将围绕5G、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展开合作，加快共建“数字
丝绸之路”，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
力。与此同时，如何在共享的同时降低数字
经济成本，以及平衡数字信息使用与保护公
民个人隐私等将成为新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
究员）

世界经济格局将因疫情影响加速转型
□ 胡志勇

受经济衰退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双重影
响，法国就业形势在经历短暂回暖后再遭重
创。为避免造成大规模失业，法国将“稳就
业”作为经济复苏重点之一，积极推出包括促
进青年就业、进一步加强培训、促进企业内外
人员流动、推动长期失业群体融入等系列措
施，夯实就业对经济复苏的支撑作用。

据法国就业服务中心的统计数据，今年
4月份，法国失业者人数增加了22.6%，达到
自1996年以来最高值，较3月份增加了84
万人，这也导致就业市场留给毕业生的工作
机会更加紧张。根据法国高级管理者雇佣协
会发布的报告，今年4月份，法国向本硕毕业
生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69%。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法国总统马克龙
曾表示，将制定新的就业提升策略，并宣布了

一项大规模的青年招募计划，特别针对青
年这一“危机中的第一批冲击群体”，承诺
将采取更多保障措施。法国经财部国务秘
书帕尼埃·鲁纳歇也曾多次呼吁关注青年
群体的“就业难”问题。对此，法国新总理
卡斯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能牺牲“新冠
一代”，政府将尽快宣布扶持企业、推动青
年就业的具体措施。

与此同时，法国经济学界也对解决国
内就业难题建言献策。在近期举行的“塞
纳河·艾克斯经济论坛”中特别针对“失业
冲击”设立了专题讨论。与会专家认为，为
遏制疫情冲击，法国经济在封城期间曾经
历数周“休克期”，随着解封进程持续推进，

部分公司在疫情冲击下面临偿债能力下降、
资金链断裂等难题不得不大规模裁员，就业
市场需求持续疲软。为此，需要尽快部署系
列支持措施。

在青年就业方面，今年秋季毕业生将不
得不进入一个普遍萧条的就业市场，众多企
业将因疲于偿债无法开展足够的投资。鉴
此，有必要向公司提供更大援助以带动企业
投资，并采取具体措施促进青年人就业。同
时，有必要引导一部分疫情期间积累的大量
储蓄用于企业消费和投资，以便为复苏提供
强大支持。

在具体行业方面，就业市场复苏在不
同部门与行业间也呈现出差异性特质。例

如，建筑业市场受刚性需求等影响，就业
强劲增长；但旅游业、酒店、航空运输等
部门就业则短期内难以恢复。一方面，有
必要尽快重启经济活动，赋予经济复苏更
多灵活性，促进部门间资源与就业资源重
新分配。另一方面，推动更为积极的劳动
力市场政策，特别强化职业教育与培训，
鼓励企业与就业市场人员流动，加大对部
分失业人群培训力度。

在就业人员流动性方面，需要更加关注
员工的技能而非专业，加强招聘企业与解聘
企业的协同作用。同时，还需根据《劳工法》
提供灵活的政策性工具，比如“自愿流动性保
障”条款，允许员工在企业间自愿流动，包括
允许在职员工去另一家企业进修等。另外，
法国目前约有250万长期失业者，该群体正
面临无法享受就业补助也无法在公共服务业
中寻求就业的双重压力，因而有必要进一步
增加社会与团结经济计划中的就业机会，提
供辅助途径，并鼓励建立地方委员会，帮助长
期失业群体融入社会。

法国将稳就业作为经济复苏重点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近日，英国曼彻斯特南部的休姆重新规划了交通路口。
绿色区域专供自行车骑行，红色区域供行人在路口通行，路口
中间是机动车道。由于英国街头很少有单独的自行车道，自
行车经常与机动车混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在政府支持
下，不少英国道路开始标划自行车道。图为曼彻斯特市民日
前骑车在自行车道上通行。 （新华社发）

曼彻斯特规划自行车道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日前发布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到2030年
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在2019年底已经落后于既
定日程，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更使这一目标的实现遭遇了
严峻挑战。

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将有7100万人重返极端贫困，贫
困人数自1998年来首次出现上升。收入损失、社会保障有限
以及物价上涨意味着此前无需为生存担忧的人也可能面临贫
困和饥饿风险。

报告指出，全球有超过10亿人居住在贫民窟内，他们缺
乏住房、家中没有自来水和独立的卫生间，没有或几乎没有废
物处理系统，乘坐过度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且难以获得正规
医疗服务，在疫情期间面临极高风险。

妇女和儿童也是受到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之一。新
冠肺炎疫情对医疗保健、免疫接种和营养膳食服务造成了严
重影响，可能导致5岁以下儿童和产妇的死亡人数在今年大
幅增加。此外，许多国家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激增。

与此同时，疫情所带来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意味着占到全
球劳动力半数的近16亿非正规经济部门劳动者可能受到严
重影响。据估计，这一群体的收入在疫情暴发后的最初数月
内就下降了60%。

学校在疫情期间被迫关闭致使15.7亿学生无法进入课
堂，占到全球学生总数的90%，同时还让超过3.7亿儿童无法
获得他们所依赖的学校营养午餐。许多儿童无法在家使用电
脑上网，难以实现远程学习。全球还有近70个国家的儿童免
疫工作在今年3月份和4月份间受到疫情影响，程度从中等
到严重不等，部分国家的免疫服务甚至完全停止。

报告指出，全球在改善母婴健康、扩大用电覆盖和增加女
性在政府中比例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足以缓解长期和大
规模的不平等、粮食不安全加剧，以及自然环境退化等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更不断侵蚀过去数十年来在消除贫困、医
疗健康和教育领域所获得的成果。

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

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遭遇严峻挑战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据日本内阁府最新发布
的 5月份机械制设备订单统计，日本国内外订单总额为
1.8685万亿日元，环比下降11.5%。

其中，作为企业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国内民间需求为
7650亿日元，环比增长1.7%，实现了3个月来首次增长。但
多数专家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趋于紧缩的企业设备投
资尚未真正恢复。由于设备投资增加幅度较小，日本内阁府
认为“目前景气基调仍比较薄弱”。

在民间需求中，虽然非制造业运输物流、金融保险业设备
投资增长17.7%，但制造业，特别是通用生产机械订单环比下
降15.5%，同比下降16.3%。三菱UFJ调查咨询公司主任研
究员小林真一郎认为：“虽然部分行业出现临时性订单增加，
但尚不能认为经济开始恢复。”

日本5月份国内外

设备订单下降11.5%

7月10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关闭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
术博物馆恢复向公众开放。图为当日一名女子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内
参观。 （新华社发）

莫斯科艺术博物馆重开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
青报道：越南统计总局近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二季度在5180万就
业者中，有3080万人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消极影响。
其中，服务业受冲击最大，
72%的从业者受到疫情影
响；工业和建筑领域次之，
比例达到67.8%。

二季度越南失业人数
增加240万，失业率环比
上升2.73%。此外，还有
大量劳动者被迫轮流无薪
休假，减少工作时间和收
入，收入减少者约达1760
万人。从失业者构成来
看，专业技能程度低和无
专业技能者在失业人群中
比例上升很快，受疫情影
响更大。

为帮扶劳动者渡过难
关，越南统计总局提出了
一系列建议，包括推动已
拨付的社会救助资金尽快
准确发放到位；针对女性
劳动者、无专业技能者等
弱势劳动者研究制定特殊
扶助措施；有效推动落实
各项针对企业、生产经营

者特别是加工制造、批发零售、餐饮、运输等
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帮扶措施；出台政策
鼓励劳动者参加学习提高专业技能，以满足
未来用工单位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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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数环比增10.4%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近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

了制造业最新订单数据。5月份德国制造业订单较4月份增
长10.4%，较去年同期减少29.3%。联邦统计局的分析显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德国制造业订单数近几个月出现明显
下滑，5月份订单数较德国采取封锁措施前下降了30.8%。

数据显示，5 月份来自德国国内的订单环比增幅为
12.3%，来自国外订单增幅为8.8%，其中来自欧元区的订单增
长了20.9%，显示欧元区经济总体加快复苏的迹象。来自欧
元区以外国家的订单数仅增加2.0%，显示当前世界经济仍面
临巨大压力，德国制造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较为复杂。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在严重拖累经济全

球化进程的同时，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全方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