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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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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二季度经济速报，剔除物价变动因素，日本实际GDP环比下降7.8%，折合

年率下降27.8%，创下二战后最大跌幅。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的

带动效果明显，中国市场成为支撑日本出口的重要支柱。根据8月17日发表的日本二季度经济
速报，剔除物价变动因素，日本实际GDP环
比下降7.8%，折合年率下降27.8%。不仅超
过了次贷危机引发的2009年一季度17.8%
的下挫幅度，而且9年来首次连续三个季度
负增长，创下日本二战后最大跌幅。日本去
年10月份因提升消费税引发了经济下滑，今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读卖
新闻称，按二季度实际GDP折算，日本全年
GDP仅为485万亿日元，跌回到了2012年
12月份安倍晋三开始执政时的经济水平。

双重打击雪上加霜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
日本同样在劫难逃。二季度欧美国家GDP
普遍大幅下滑，其中美国下降32.9%，欧元区
19国下降40.3%，英国则下降59.8%。日本
自民党议员、原金融担当大臣山本有二认为：

“日本经济跌幅未达到美国、欧洲程度已是万
幸。”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
今年各国经济中日本将下降5.8%，美国下降
8%，欧元区下降10.2%。

疫情之初，日本政府曾致力于短期度过
危机实现V字形复苏。但从目前形势看，前
景很不乐观。据瑞穗综合研究所研究员长谷
川克之分析，日本经济到明年底之前都将是
缓慢恢复节奏。日本政府最新预测显示，如
果不发生第二波大规模疫情，今年日本GDP
增长率为负4.5%，如果暴发第二波疫情，今

年日本的GDP将下降5%。
至于经济下挫原因，日本政府及经济

界观点比较一致。日本经济财政大臣西村
康稔称，由于4月份和5月份日本进入“疫
情紧急状态”，生产、消费暂停，加之世界疫
情持续蔓延，汽车加工机械及零部件对欧
美出口下降，致使日本经济遭受不可避免
的打击。日本银行原理事、东京财团政策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早川英男认为，民间消
费下降是日本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特
别是日本政府宣布进入“疫情紧急状态”以
来，经济活动被人为停止，生产和社会活动
双停滞，属于不得已而为之。6月份日本
经济一度好转，但随着疫情再次扩散，7月
份和8月份经济又出现下行趋势。

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永浜利广
分析认为，日本经济统计采用环比方式，在
去年四季度下降7.2%、今年一季度下降
2.2%的基础上再次下降了27.8%。如果按
国际通用的同比方式计算，日本GDP二季
度下降9.9%，美国下降9.5%，说明去年提
升消费税和今年疫情的双重打击使日本损
失严重。

难以摆脱低速慢轨

对于日本经济走势的判断，日本政府

与经济界看法不尽相同。数据显示，6月份
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恢复，日本官方预测三季
度经济增长率将达10%。但7月份以来，暑
假探亲及日本政府刺激旅游补贴政策引发了
疫情反弹，使得消费再次刹车。特别是运输、
旅游、餐饮、零售等个人消费被抑制。从7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景气指数看，中国为52.8，
欧元区为 51.8，美国为 50.9，日本则只有
45.2。在服务业景气指数中，欧元区54.7，中
国54.1，美国50，日本只有45.4，低于50的
分水岭。

多位经济专家认为，日本经济景气即便
有所反弹也只能弥补下挫损失的三分之一，
难以重回正轨。特别是今年以来，日本政府
两次临时补充预算规模达233.9万亿日元，
在国债负担沉重的情况下，此种经济对策的
持续性令人担忧。虽然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将
原定9月底到期的停业在家员工就业补助金
延期到年底，但届时企业能否恢复常规生产
将决定休业者返岗或失业走势。经济专家永
浜指出，虽然日本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但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企业破产已超过4000
家。年底前后可能出现破产潮、失业潮。

尽管西村康稔称，日本政府将全力加大
对民众生活、就业和企业的支持，促进内需
主导的经济循环，但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
席经济专家木内登英称，疫情对消费者心理

打击更加沉重，由于对经济前景存有危机
感，消费者将进入“节约模式”，长此以往
将出现生产过剩、企业收益下降，最终引发
裁员或企业倒闭。次贷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完
全恢复耗时6年，此次预测日本经济恢复到
疫情以前水平需要5年时间。对此，日本经
济界再次呼吁，政府应加大力度，扩大病毒
检测和医疗救治水平，实现防范疫情与促进
经济的新平衡。

经济专家早川英男认为，日本经济潜在
增长率过低反映出日本经济的后劲不足，日
本内阁府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为0.9%，日本央
行测算结果为0.13%。潜在增长率不过如
此，实际增长率就难有更高期待。因此，从长
远看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低速慢轨。

中国带动效果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
济的带动效果明显。本田汽车公司副社长仓
石诚司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已经恢复到甚
至超过去年水平，因而该企业将全面恢复
生产。

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6月份贸易统计，
在日本出口额同比下降26.2%的情况下，对
华出口已恢复到了去年同期水平。日本经济
新闻称，得益于中国较早控制疫情和中央政
府的经济刺激政策，特别是中国的基础设施
等公共投资，日本材料业出口得到带动，其中
钢铁出口同比增加55%。丰田汽车的高档
车在华销售量同比增加20%。同时，电动汽
车零部件对华出口也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
大和总研经济专家神田庆司认为，中国市场
成为了支撑日本出口的重要支柱。

二季度GDP重挫 前景很不乐观

日本正面对战后最严重经济下滑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日前，联
合国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发
布题为《经合组织与粮农组织 2020 年至
2029年农业展望》的报告指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的斗争正给全球粮食供应链带
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劳动力市场、农业生
产、食品加工、运输和物流可能出现瓶颈，对
粮食及其服务的需求也可能产生变化。短期
而言，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打破了全球
农业生产和粮食消费总体积极的中期前景。

报告指出，各国政府当前面临的挑战是
制定平衡政策，使其既能解决劳动力短缺等
急切需求，又能为农业部门创造“重建更美好
家园”所需持久条件。

预计未来10年，供应增长将超过需求增
长，这将使大多数商品实际价格保持在当前
水平或低于当前水平。在这一总体趋势内，
供求驱动因素的波动可能会导致价格出现剧
烈变动。同时，由于疫情导致低收入国家和
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预计在展望期的前

几年，需求将受到抑制，粮食安全可能遭到
进一步破坏。

报告说，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仍然是
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各国消费模式和
预期趋势因其收入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
到2029年，人均粮食供应量预计将达到每
天约3000千卡及85克蛋白质。由于全球
饮食结构持续朝着更多动物产品、脂肪和
其他食物消费转变，到2029年，不论哪个
收入群体，其一篮子食物中的主粮份额预
计都将下降。在中等收入国家消费者群体
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预计他们将减少主
粮摄入，用增加的收入购买更多高价值产
品。与此同时，在高收入国家，对环境和健

康的关切有望支持动物源性蛋白向其他来源
蛋白转变。

报告认为，开放和透明的国际市场对于
粮食安全将越来越重要，在进口粮食占卡路
里和蛋白质总消费量份额很大的国家，这一
点尤为重要。

未来10年，预计约有85%的全球作物增
产来自于产量提升，原因包括投入增加、对生
产技术的投资，以及种植方法的改善等。其
余10%的增产将来自每年的多季种植，只有
5%来自农田扩张。

预计到2024年，水产养殖将取代捕捞渔
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鱼类来源。全球牲畜
产量预计将增长14%，快于预计的牲畜数量

增长。由于庭院养殖减少，饲料效率提升将
被集约化养殖增加所抵消。因此，饲料使用
量将随着水产养殖和畜牧业生产扩大而
增加。

报告强调，面对不确定性，需要继续投资
建设富有生产力、抵御力以及可持续的粮食
体系。除新冠肺炎疫情外，当前的挑战还包
括东非和亚洲的蝗灾、持续蔓延的非洲猪瘟、
更为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以及贸易大国之间
的贸易紧张局势。粮食体系还需要适应不断
变化的饮食结构和消费者偏好，充分利用农
业和粮食供应链中的数字创新。面对多重挑
战，创新对于提高粮食体系的抵御力仍然至
关重要。

报告最后指出，假设当前的政策和技术
得以延续，预计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每年将增
长0.5%。畜牧业将占全球农业温室气体排
放增量的80%。如果不付出额外的努力，当
前所获进展仍不足以使农业部门达到《巴黎
协定》所预定的目标。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联合发布报告

疫情给全球农业中期前景蒙上阴影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与经合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给

全球粮食供应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食品加工、运输和物流等可能出现瓶颈。

因新冠肺炎疫情关闭数月的英国科学博物馆于8月19日起对公众开放。参观者需提
前网上预约参观时段，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

图为日前工作人员在科学博物馆举行的媒体开放日上观看展品。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英国科学博物馆
对外开放

本报雅典电 记者曲俊澎报道：当地时间8月18日，希
腊卫生部长基基利亚斯宣布，希腊将从欧盟获得总计300万
剂新冠病毒疫苗，首批70万剂疫苗将于12月底运抵希腊，其
余疫苗将于2021年1月份至6月份逐月分批交付。弱势群
体和易感人群将优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据悉，该新冠病毒疫苗由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合作开发，
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预计将于11月份完成并获得上市许
可。此前，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与阿斯利康签署了
4亿剂新冠病毒疫苗协议。除此之外，针对每年冬季流感潮，
基基利亚斯表示，希腊卫生部已经获得420万剂流感疫苗，将
从10月份至12月份优先为易感人群接种。与去年相比，今
年流感疫苗增加了100万剂。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道：近日，一艘日本货
船在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近海触礁搁浅，并发生大规模燃油
泄漏，引发严重污染和生态危机。

由于连日恶劣天气，载有约3800吨燃油的日本货船“若
潮”号7月底在毛里求斯东南海域触礁搁浅。该货船于8月6
日开始漏油，并于15日断裂成两截。目前，船体燃油抽取工
作已接近尾声，但预计至少1000吨燃油已泄漏至附近海域。

毛里求斯素有“印度洋明珠”美誉，是广受欢迎的旅游度
假胜地，该国海洋环境中有超过1700种珍贵动物，受污染地
区也是国际湿地公约指定的海洋保护区。毛政府8月7日宣
布进入“环境紧急状态”以应对该事件。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
特表示，燃油泄漏对这个人口130万、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岛国

“构成危险”。当地环保团体认为，这一事件或将对该国生态
系统造成长期影响，其自然环境复原可能需要几十年。

现场图片显示，受污染海面呈浑浊状态，大量油污冲向海
岸边的红树林、珊瑚礁和白沙滩，引发了民众对该国旅游业和
生态安全的担忧。为挽救赖以生存的家园，当地数万名居民
自发组织起来清除油污。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外交官积极响
应毛外交部倡议，加入当地清污行动。在毛中资企业也在第
一时间捐赠专业物资，并召集200多名员工参加清污。

由于毛里求斯处理船只搁浅、海上油污的能力有限，该国
向国际社会紧急求助。法国随后将除污设备从附近法属留尼
旺岛运往毛里求斯，日本、印度也已派遣专家组到该国协助清
理油污。“若潮”号运营方日本三井株式会社、船主长铺汽船就
该货船燃油外泄表示歉意，并承诺将合作解决这一事件。

经毛里求斯警方初步调查，事发当晚船员正在举行生日
聚会，为连接无线网络信号，将货船靠近陆地并设置自动驾驶
模式，最终导致搁浅。毛政府16日表示，将就环境污染造成
的损失向有关方面索赔。据估计，此次事故赔偿金额上限约
为19亿日元（约合1.24亿元人民币）。

毛里求斯燃油泄漏

面临严峻生态危机

智利总统皮涅拉8月17日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宣布
启动5G频段招标。他说，智利将优先发展5G技术在医疗、教
育、交通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应用。图为智利总统皮涅
拉宣布启动5G频段招标现场。 （新华社发）

智利启动5G频段招标

本报新加坡电 记
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
三大银行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第二季度银行
净利同比普遍下降。其
中，星展集团下降22％
至 12.47 亿新元，大华
银行集团下降40％至
7.03亿新元，华侨银行
集团下降40％至7.3亿
新元。

数据显示，星展集
团第二季度的总收入持
平，为 37.3 亿新元，同
期净利息收入和收费收
入均出现下降，净利下
降 22％至 12.47 亿新
元。第二季度为不良资
产拨付的准备金，从去
年同期的 2.51 亿新元
激增至今年的 8.49 亿
新元。大华银行集团第
二季度和上半年净利均
出现两位数下降。第二
季 度 净 利 同 比 下 降
40％，上半年净利同比
下降 30％至 15.6 亿新
元，大华银行集团上半
年的各项收入皆下降。

华侨银行集团第二季度净利同比下降40％，
上半年净利同比下降42％至14.28亿新元。
截至6月底，集团不良贷款比率为1.6％，略
高于去年同期的1.5％。

希腊将获得300万剂

新冠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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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ifo）
近日公布的7月份商业景气指数显示，今年7月份该指数继
续回升至90.5，高于6月份的86.3。这是伊福商业景气指数
连续3个月上升。分析认为，该指数持续回升，显示出德国企
业对未来几个月经济形势继续保持乐观预期。伊福研究所所
长克莱门斯认为，经济氛围持续改善，企业满意度也在不断
回升。

数据还显示，经济复苏迹象在所有行业均有体现，此前对
经济预期最为悲观的制造业也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复苏表现
出谨慎乐观。当前，德国制造业企业开工率已从70.4%回升
至74.9%，尽管较以往83.5%的平均水平还有一些差距，但总
体趋势已经向好。此外，伊福研究所的出口预期指数也由6
月份的-2.2回升至6.9，显示出德国外贸企业经营状况在不断
改善。分析认为，随着部分国家经济已经开始逐步复苏，德国
对外出口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持续增加。

德国伊福商业景气指数

持续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