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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近日，空客集团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对欧美航空争端裁决案的调整要求，根

除了美方持续对欧关税制裁的无理借口。欧洲各方再次呼吁美方立即停止不合理的加

征关税行为，并已为未来对美实行对等反制措施做好准备。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日前，
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该组织贸易政策
审查机构定期年中报告，对成员（地区）在
2019年10月16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
的贸易政策予以审查、评估。报告指出，世贸
组织成员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继续影响全球
贸易，但总体趋势显示成员的贸易政策正在
向促进进口转变，特别是与新冠肺炎疫情相
关产品进口。在本期贸易政策审查期间,世
贸组织成员实施了363项新的贸易相关措
施，其中贸易便利化措施198项，贸易限制措
施165项，256项措施（约71%）与疫情有关。

在2019年 10月中旬至2020年 5月中
旬期间，世贸组织成员实施了56项与疫情无
关的贸易限制新措施，主要是提高关税、进口
禁令、出口关税和更严格的出口海关程序
等。新的进口限制措施涉及价值约4231亿
美元商品，达到自2012年10月份以来第三
高水平。自2009年以来，世贸组织成员一直
实施并仍然有效的进口限制措施累计贸易覆
盖额达到1.7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
8.7%。无论是按贸易价值计算还是按占全
球进口总额百分比计算，这两项数据一直在
升高。

尽管贸易限制措施仍然普遍存在于世贸
组织成员中，但有证据表明，在本期贸易政策

审查期间，世贸组织成员采取了促进贸易
的政策，实施了51项与新冠肺炎疫情无关
的贸易促进新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取
消或降低进口关税、简化海关手续和降低
出口关税。与疫情无关的进口便利化措施
贸易覆盖额约为7394亿美元，明显高于前
一期贸易政策审查报告（2019年5月中旬
至10月中旬）的5447亿美元，为2012年
10月份以来的第二高水平。

截至2020年5月中旬，世贸组织成员
实施了256项与新冠肺炎疫情明确相关的
贸易措施，全部是与疫情出口限制相关的
出口禁令。在疫情早期阶段，世贸组织成
员实施的若干措施限制了贸易自由流动，
但截至2020年 5月中旬，这些措施中有
57%已具有促进贸易的性质。今年5月
初，一些成员（地区）开始逐步取消针对外
科口罩、手套、药品和消毒剂等产品的出口
限制，疫情早期阶段采取的相关贸易限制

措施也在减少。
尽管本期报告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编写

的，但尚未反映疫情对贸易的全面影响。在
本期贸易政策审查期间，世贸组织各成员为
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采取了前
所未有的紧急支持措施。记录在案的468项
与疫情相关经济支持措施中，大多数贸易措
施都是临时性的，包括数额空前巨大的政府
拨款及补助金、相关货币、财政和金融措施，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救助措施等，总价值达数
万亿美元。这些紧急支持措施是各国政府应
对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为强劲复苏做好准
备的战略核心。

在本期贸易政策审查期间，世贸组织成
员实施了239项贸易救济行动，启动贸易
救济行动的力度为过去8年最大。其中，
启动反倾销调查占所有贸易救济行动的
80%左右。此外，还有贸易保障措施和反补贴
行动。

在服务贸易方面，在本期贸易政策审查
期间，世贸组织成员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
实施的99项新措施中，大部分都是为了促进
贸易，但一些涉及外国直接投资、国家安全与
战略相关领域的新政策，则对贸易有所限制。

世贸组织成员还实施了卫生与动植物检
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实施力度和数
量均明显高于前一审查期，其中大多数措施
是由发展中成员实施的。今年2月1日至5
月15日，有19个成员向世贸组织通报为应
对疫情而采取的29项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
施。但从今年4月份起，这些措施中的大多
数发生了性质转变，已从最初对从受疫情影
响地区进口或过境的动物实施限制和额外认
证要求转变为贸易促进措施，包括使用电子
证书检疫检查。截至今年5月15日，世贸组
织14个成员通报了53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涉及个人防护装备、
医疗设备及用品、药品和食品等。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在介绍该报告
时指出，世界贸易很大一部分继续受到新增
和累积的进口限制措施影响,在各经济体需
要通过贸易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重建之
际，这一问题值得关注。从积极方面看，世贸
组织成员已经推出了规模可观的促进进口措
施，并开始缩减疫情早期实施的贸易限制。

世贸组织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政策审查报告称

WTO成员贸易政策向促进口转变

近日，空客集团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框
架下对欧美航空争端裁决案的调整要求，完
全达标世贸裁决规则，彻底根除了美方持续
对欧关税制裁的无理借口。对此，欧洲各方
再次呼吁美方立即停止不合理的加征关税行
为，并已为未来对美实行对等反制措施做好
准备。

空客集团近日宣布已与法国和西班牙政
府达成协议，同意修改部分合同，以停止与
美国波音公司长达近16年的航空争端，并
以此换取美方停止加征关税。据了解，当事
各方已同意修改A350可偿还启动投资合
同，以遵守世贸组织认定的合规标准。空客
集团表示：“在经历了长达近16年的世贸诉
讼后，这将是结束这场长期争端的最后一
步，将彻底消除美方征收关税的任何理由。
目前，空客已完全遵守了世贸组织的所有裁
决要求。”空客首席执行官纪尧姆·傅里表
示，这一决定表明“空客在寻找解决方案方
面已不遗余力”。

在空客完成合规修改后，欧盟贸易专
员霍根随即呼吁美方立即取消对欧洲产品
加征不合理关税。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
欧洲各方也呼吁美方撤销对欧航空制造业
产品及其他欧洲产品，如葡萄酒、奶酪、咖
啡、橄榄等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上述受制裁
产品主要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及英国等
空客核心制造国，美方曾指责这些国家向
空客提供非法补贴。法国经财部长勒梅尔
指出：“目前，空客集团已完全遵守了世贸
组织关于空客与波音间争端的相关裁决，
美方不再有任何理由维持其对欧洲的贸易
制裁，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撤销对欧洲的制
裁政策，停止自2019年10月份以来对法
国葡萄酒等欧洲产品征收的关税。”另外，
勒梅尔也再次表达了将继续维护欧洲利益
的决心。他强调：“我们将继续确保欧洲经

贸权利得到充分尊重，但由于缺少与美方谈
判的友好氛围，在未来数周内，欧盟将在得到
世贸组织针对欧方对美申诉的正式裁决批准
后，对美国相应产品实施对等关税制裁。”

据了解，欧美航空争端由来已久，双方围
绕政府违规补贴等议题的争论僵持不下，并
互诉至世贸组织予以裁决，且双方博弈随着
近年来欧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结构性倒退呈
现升级之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甚至曾威
胁将加码对欧制裁清单，并实行“旋转木马”
式的关税打击，使美方压力触及更多欧洲部
门与区域，以迫使欧洲妥协。但是，面对美方

“讹诈”，欧洲各方态度坚决，誓言捍卫欧洲行
业与经济利益，并已准备好在世贸组织就美
国政府对波音违规补贴的裁决结果正式出台
后，立即对美施行对等关税制裁。

有法国经济学家曾指出，无论欧美双方

围绕航空争端的关税战最终如何收场，双方
在近年多次强烈对抗中消耗的政治互信、合
作信心及传统盟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等都已

“覆水难收”，特别是美方近年来在面对与欧
方贸易谈判、数字税等双边分歧时惯以关税
制裁、极限施压、长臂管辖甚至“301调查”等
单边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欧美关系与协调
基础。

同时，还有分析认为，欧方此次推动空客
完善世贸裁决合规要求，其核心在于不再“授
美以柄”，通过占据绝对法理高地为未来潜在
的对美方关税制裁预做准备。欧方在对美经
贸领域日趋强硬的态度也显示出，面对美国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战略思维下高度的政
策摇摆与行动单边化，欧方领导人已不得不
正视双边关系出现的结构性倒退事实，重新
思考欧美关系定位，特别是不愿被美国国内
大选选情“绑架”，被迫“陪跑”竞选。同时，面
对欧美在经贸与产业战略领域的竞争与分歧
不断扩大，欧方正日益强化独立、自主的发展
战略，摆脱长年对美过度依赖。

鉴此，无论未来欧美关系如何调整、变
化，双方在面对后疫情时期的各领域挑战与
变革都将全力维护自身利益，不会轻易妥协。

空客达标世贸裁决规则 彻底根除美方无理借口

欧洲再次呼吁美方停止关税制裁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日前，世界贸易组织发布贸易政策审查机构定期年中报告。报告指出，世贸组织成

员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继续影响全球贸易，但总体趋势显示成员的贸易政策正在向促

进进口转变，特别是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产品进口。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欧洲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随着欧盟各国逐步放松防疫措施，今年5月份欧
元区和欧盟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现出复苏迹象。今年5月份，
欧元区工业生产较4月份环比增长12.4%，欧盟27国环比增
速为 11.4%。4月份欧元区和欧盟工业生产均大幅下跌
18.2%。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工
业生产较去年同期分别下跌20.9%和20.5%，显示疫情对欧
洲经济的冲击十分严重。

欧洲统计局数据还显示，欧元区和欧盟建筑行业5月份
全面显现出复苏迹象，分别实现环比增长27.9%和21.1%。4
月份该组数据分别为-18.3%和-14.9%。

值得注意的是，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较严重的意大利、
法国两国工业生产增速最高，环比增长分别为42.1%和20%；
建筑业环比增长更达到了168%和118.3%。

随着疫情整体逐步趋于平稳，各国复工复产进度逐步加
快，经济指标也随之出现明显好转，各国经济正在走上复苏轨
道。但是，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并未从根本上改观。预计今
年第三季度欧洲将会迎来企业破产高峰。如何通过经济纾困
计划缓解就业压力，将是今年下半年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

欧元区经济初现

复苏迹象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阿联酋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大幅下滑。其中，航空、酒店、
旅游、餐饮、零售、房地产、建筑、银行等行业遭受较大打击。
据马尔默中东北非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第二季度阿联酋上
市公司利润同比下降56%。阿联酋经济受疫情影响大于其
他海湾国家的主要原因是其房地产及建筑行业占比较大。

由于阿联酋政府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禁止人员外出、聚
集，对酒店、旅游、零售等行业企业经营造成困难，第二季度企
业利润下滑超过50%。不过，随着阿联酋全面进入复工复产
阶段，酒店、商场、餐厅等服务性行业逐步恢复正常经营，阿联
酋经济迅速反弹，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不久前，汇丰银行就
市场信心针对14个国家2600家企业作了调查，其中包括
100家阿联酋企业。数据显示，阿联酋受调查企业中有51%
认为经过必要的调整，仍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25%的企业表
示复工复产后仍面临挑战，但尚可妥善应对；仅有5%的企业
表示当前面临较大危机，需要深层转型。

作为阿拉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疫情之后阿联酋经济的
基本面仍然保持强劲，企业对未来发展相对乐观，普遍认为在
针对当下情况作出必要调整的基础上，企业可尽快回到经营
正轨。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加速了众多阿联
酋企业技术投资的步伐：64%的受访阿联酋企业计划在未来
5年内进行技术投资；超过25%的企业表示将把向高科技企
业转型作为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关闭数月的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将于8月5日重新对外开放。目前，馆方正在为重新开放做最后准备。参观者需
要提前预约参观时段、全程佩戴口罩且保持安全距离。图为7月27日，工作人员在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大厅内清洁一具蓝鲸骨架。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重开做准备

阿联酋对疫后经济

发展保有信心

赞比亚卫生部长近日表示，赞比亚疫情高峰将于8月份
到来，如果民众不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届时每天将有900人至
1000人死于新冠病毒。图为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一家口罩
生产厂，工人用缝纫机制作可水洗口罩。 （新华社发）

赞比亚口罩工厂生产忙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道：日前，南非移动数
据网络运营商rain发布非洲首个5G独立组网商用网络。得
益于华为提供的端到端解决方案，这一5G网络已迅速覆盖
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市主城区。

该独立组网的5G网络采用华为全融合核心网方案，为
支持5G大带宽、低时延等丰富的应用场景提供良好基础，保
障了终端用户使用AR、4K视频时对于大带宽服务的需求。
rain首席营销官卡娅·德兰加表示：“华为是可靠的战略合作
伙伴。我们将继续与华为携手，在年内完成约翰内斯堡5G
网络升级，持续打造南非体验最好、最领先的5G网络。”

南非各界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华为。南非通信与数字技术
部部长斯特拉·恩达贝尼—亚伯拉罕斯今年2月份表示，华为
是电信领域的领先公司之一，是南非政府的积极合作伙伴。
与华为合作对南非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创新、走进数字时
代至关重要。

华为参建非洲首个5G

独立组网商用网络

本报纽约电 记者
高伟东报道：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日前发布题为
《全球危机中的儿童保
育：新冠疫情对工作和
家庭生活的影响》报告
称，由于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关闭了托儿所和
早教设施，全球至少有
4000万名儿童错过了
关键学龄前早教机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执行主任福尔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
的教育中断阻碍了孩子
们尽可能更好地开始他
们的教育。托儿和幼儿
教育为儿童发展的每一
个方面奠定了基础。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严重
威胁了这一基础。

报告指出，封锁
让许多父母难以平衡
育儿和就业，女性承担
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她
们用在照顾孩子和家

务上的平均时长是男性的3倍多。封锁还
暴露了幼儿家庭面临的更深层次危机，特
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许多人已
经无法获得社会保护服务。儿童保育对于
为儿童提供综合服务、关爱、保护和营
养，同时使他们能够发展社交、情感和认
知的技能至关重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由于难以
获得托儿和幼儿教育服务，迫使许多父母将
处于成长关键时刻的幼儿留在不安全、没有
教育的环境中。全球有3500多万名5岁以
下儿童缺乏成人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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