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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的基础仍

然脆弱，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

利亚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与中国经

济“脱钩”对澳大利亚安全和繁荣造成的

损害，可能要比新冠肺炎疫情大得多。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9月
2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自7月中旬以来美国
经济继续温和增长，但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消费和其他商业
活动的负面影响持续发酵。

这份报告根据美联储下属12家地区储备银行的最新调
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
济继续增长，但增速普遍较温和，经济活动也远低于疫情前水
平。疫情持续带来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对全美各地消费和其
他商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报告显示，得益于汽车销售强劲以及旅游、零售业有所改
善，美国消费支出继续回升；但不少地区消费支出增长放缓，
整体支出水平仍远低于疫情前。此外，部分地区报告就业增
长放缓、招聘波动性上升，这种情况在服务行业尤其明显。由
于需求持续疲软，因疫情被临时解雇的工人转变为永久性失
业的情况日益增多。报告还显示，与7月份发布上一份“褐皮
书”时相比，大多数地区工资水平持平或者略有上升。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导致经济大面积“停
摆”等因素影响，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
萎缩31.7％，创美国政府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

疫情对美国经济

负面影响持续发酵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在日前发布的一份
题为《疫情的代价：在一个受伤世界中的澳大
利亚经济前景》研究报告中指出，尽管澳大利
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现要比其他一些国家
好得多，但仍面临一系列不一样的挑战。澳
大利亚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因为这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利亚如何处理与中国的
关系。与中国经济“脱钩”对澳大利亚安全和
繁荣产生的损害，可能要比新冠肺炎疫情大
得多。

报告的作者约翰·爱德华兹是洛伊研究
所的高级研究员、科廷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
兼职教授，曾任澳前总理基廷的首席经济顾
问、澳财政部首席顾问、澳联邦储备银行董事
会成员。他表示，虽然澳大利亚经济表现将
比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好得多，但疫情造成的
损害仍然很大，并将产生长期影响。

更加融入东亚地区经济增长

爱德华兹认为，随着疫情消退，全球经济
产出和需求复苏显然将是缓慢且不均衡的。
由于东亚经济表现要好于欧洲或北美，因而
新冠肺炎疫情将使澳大利亚更加融入该地区
的经济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
经济产出将在2020年萎缩近5％，美国、欧
元区、英国和加拿大经济萎缩将是澳大利亚
的两倍。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已经很好地应
对了新冠肺炎疫情，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
于欧洲或美国，IMF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萎缩不到1％，中国的经济产出实际上
将增加——这一预测已经得到其2020年二
季度经济增长数据证实。

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与东亚的贸易增长
一直超过其GDP增长和整体贸易增长。在
过去30年中，出口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
值的七分之一增至五分之一，澳大利亚总收
入或GDP的六分之一以上来自其对东亚出
口。澳大利亚出口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商
品占总出口份额从略高于一半增加到四分之
三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由于疫情造
成的全球需求下降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如
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区域
经济共同体，该区域经济共同体中价值链的
重要性日益提高，澳大利亚是其中的一
部分。

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澳大利亚经济政策选

择施加了新的限制。其贸易集中在东亚，
但金融流动、金融市场信心和定价受美国、
欧洲和日本影响更大。仅美国和英国就占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的近一半，其中一半以
上是流动证券。在欧洲、北美和英国，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更加严重，影响将更
加持久。

为应对疫情，利率被进一步降低，政府
预算赤字和债务增长更快，各国央行购买
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债券。尽管澳大利亚中
央银行获得的债务比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
中央银行少，但也无法逃脱政府债务增加
的后果。除非准备接受澳元汇率的大幅升
值，否则澳大利亚央行必须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维持非常低的利率。同时，还必须将
更多政府债务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上，也许
还要购买更多债券，以防止长期利率和澳
元急剧上涨。

不能也不会与中国经济“脱钩”

澳大利亚经济融入东亚将支持其经济复
苏。对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而言，如日本、韩
国、东盟国家，当然还有澳大利亚，中国是它
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对该地区出口
有一半直接出口到中国。在过去30年中，澳
大利亚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从占澳大利亚商品
总出口的十分之一下降到二十五分之一，但
对中国商品出口目前已达对美国出口的
十倍。

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不仅因
为中国是澳大利亚出口产品三分之一以上的
市场，而且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在东亚市场
不可替代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已经向日本
和韩国出售了所有可能的商品，因而找不到
新的市场来代替现在出售给中国的铁矿石和

煤炭等商品。葡萄酒、肉类、奶制品和制成品
对中国的出口也无法轻易替代。尤其是外国
游客的最大份额来自中国，外国留学生中来
自中国的最多。很难想象澳大利亚政府会有
合理的原因自愿削减对华出口，澳大利亚不
能也不会与中国经济“脱钩”。

相反，随着数亿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提
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也将更加融入以中国
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
经济关系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加深，这将由对
更多样化和更高质量的饮食、更好的医疗服
务、资金管理、旅游、高等教育、体育和娱乐以
及离岸资产的需求所驱动，澳大利亚在所有
上述市场上都有优势。

谨慎管理与中国和美国关系

爱德华兹说，尽管澳大利亚总理在2018
年坚称，在美中贸易和技术战争中，澳大利亚
不必作出选择，也不会选择站在哪一边。但
事实是，澳大利亚很久以前就作出了选择，并
且被其选择所束缚。它选择包括中国在内的
亚洲地区作为其所属的经济共同体，同时选
择美国作为其国防安全盟友。这两种选择之
间存在很大紧张关系，但任何一种都不可能
会改变。

澳大利亚与世界这两大支柱之间的紧张
关系将持续数十年。这些关系的重要性使得
澳大利亚必须从其长远利益出发，谨慎而机
敏地开展交往。然而，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在
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并没有显示出迫切需要
的智慧。

爱德华兹指出，疫情导致澳大利亚与中
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种不和谐对澳大利
亚安全与繁荣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新冠肺炎
疫情造成的影响。即使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
系没有恶化，美国和中国之间更大的贸易和
技术争端也会威胁到澳大利亚繁荣所依赖的
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对于中美两国
之间的竞争，澳大利亚必须认识到，损害中国
繁荣的因素也会损害澳大利亚的繁荣，推动
北美或欧洲与中国经济“脱钩”不符合澳大利
亚的利益。

洛伊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认为

与中国“脱钩”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李学华

本报讯 记者赖毅报道：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隔离
措施取消后，俄罗斯人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了三分之一以
上。今年 5月份，俄罗斯人申请购买公寓的数量增加了
34.3％，6月份该指标又增加了13.7％。7月份，莫斯科地区
购房申请数量环比又增长32.3%。

俄罗斯房地产行业专家认为，多重原因导致俄罗斯人购
房意愿快速复苏。首先，隔离措施取消，前期积累的需求得以
释放。大量俄罗斯人迫不及待涌入售楼处，购买隔离期间在
网上选中的房产。其次，优惠的贷款利率成为了助推器。为
扶持房地产行业，俄罗斯政府推出年利率6.5%的购房优惠贷
款。至今年11月1日，俄罗斯人可申请高达600万卢布（1卢
布约合人民币0.091元）的优惠利率贷款，莫斯科市、莫斯科
州、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地区总贷款额度将高达1200万卢
布。2020年前7个月，俄罗斯人共获得价值1.78万亿卢布贷
款，比去年同期增长20％。第三，新生儿家庭扶持政策扩大
了购房需求。俄罗斯自今年1月1日起，对生育第一胎家庭
将给予46.6万卢布补贴，二胎家庭将获得61.6万卢布补贴。
生育第三胎则可另外减免45万卢布的按揭贷款，共获得超过
100万卢布的国家财政支持。

在多重利好作用下，俄罗斯房产市场火爆。6月份至7月
份，莫斯科平均房价上涨8.5%（至20.9万卢布/平方米，约合
人民币1.9万元/平方米），圣彼得堡平均房价上涨了6.6%，索
契平均房价上涨了14.1%。

疫情隔离措施取消

俄罗斯房地产市场

快速复苏

当前，法国经济正在有序复苏，但受内部
产业结构与消费需求调整、外部市场竞争加
剧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法国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前就较为严峻的外贸逆差进一步加剧，
持续制约着经济复苏与产业转型。

近期多项经济数据显示，法国经济各部
门持续复苏，但疫情重创下的复苏之路并不
平坦，行业间、部门间存在较大失衡性难题，
对外贸部门造成了负面影响。

法国海关近期发布数据显示，法国6月
份外贸活动持续复苏，进口增长明显大于出
口，贸易逆差持续加剧，达到了79.6亿欧元
的创纪录月度规模。当前，法国进口活动已
恢复至2019年85%的平均水平，但出口活
动仅为2019年平均水平的75%。

法国统计局也在近期报告中强调，出口
部门在经历了一季度6.1%的衰退后，二季度
急剧下跌 25.5%，进口在一季度大幅下降
17.3%之后，二季度仅下降5.5%，这种“差速”
复苏正不断加剧外贸逆差。对此，法国政府

在8月25日公布的复苏计划细则中对外
贸出口提出特别支持措施。

法国统计局指出，截至5月底，法国在
过去12个月中累计贸易赤字规模达600
亿欧元，成为制约经济复苏的致命弱点，且
逆差形势仍在恶化。6月份的外贸疲软也
加剧了二季度赤字恶化。据统计，法国二
季度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已达204亿欧元，
较一季度扩大了近70亿欧元，其中制造业
赤字翻了一番，达188亿欧元。

当前，法国出口部门的衰退涵盖了几
乎所有行业，特别是航空运输与汽车制造
出口锐减对外贸收支平衡造成了巨大压
力。同时，口罩及防护用品大量进口也造
成了37亿欧元的逆差。首先，外部汽车制
造、通讯设备等行业供应能力不断复苏，手
机等商品供应甚至恢复至危机前水平，直

接导致资本货物进口急剧增加。其次，消费
品外贸复苏良好，除纺织品、口罩等特定商品
在经历两个月的强劲恢复后趋于平稳，其他
部门供应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但相应产品出
口则后劲不足。最后，机械装备部门恢复较
为缓慢，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平稳恢复后，整体
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这也是加剧外贸账
户失衡的重要因素。

对于外贸逆差加剧的主要原因，法国经
济学界进一步分析认为，一是疫情期间积累
的巨大购买力在“解封”后强势推动进口增
长，但本应同步恢复的出口部门，却因汽车制
造与航空业这两大出口主力萎靡而大幅落
后。二是需格外警惕当前这种疫情冲击下的
周期性贸易失衡最终转化为结构性逆差，对
经济复苏与后续改革造成深远影响。三是受
疫情反复、行业疲软导致能源价格波动等诸

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外贸领域的巨大风险
短期难以消除，并将使复苏计划中的产业迁
移、多样化布局等更趋复杂，也将再次拉大与
德国的贸易差距。四是疫情暴发时正逢法国
经济改革与恢复的关键时刻，工业部门竞争
力衰退、出口疲软等矛盾突出，也使法国国内
产业出口恢复步伐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但
国内消费与需求则恢复强劲，直接推升逆差
规模扩大。五是部分企业订单缩水使其出口
份额骤降，并将在“棘轮效应”催动下造成难
以逆转的市场损失。

有关人士指出，正如25年前法国恢复核
试验后使国内葡萄酒产业持续受挫一样，此
轮冲击后，法国产业出口在国际市场所占份
额短期内将难以挽回。

对于复苏前景，法国奥弗涅-罗纳-阿
尔卑斯大区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埃尔韦德·
梅亚尔认为，此次疫情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冲
击，也带来了“大浪淘沙”式的筛选，使更
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崭露头角。同时，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应对方式不
同，法国及欧盟此次通过庞大刺激计划为企
业注入了雄厚资金，为企业复苏奠定了坚实
基础。

经济复苏有序展开 进出口存明显“差速”

法国外贸逆差失衡困境难解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当前，法国经济有序复苏，但受内部产业结构与消费需求调整、外部市场竞争加剧

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法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就较为严峻的外贸逆差进一步加剧，持

续制约着经济复苏与产业转型。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8月31日晚宣布与以
色列达成谅解协议，以遏制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决定
将加沙地带捕鱼区恢复至距海岸线15海里。

图为日前巴勒斯坦渔民在加沙城一个港口出海捕鱼。
（新华社发）

加沙地带捕鱼区恢复

澳大利亚统计局9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今年第二季度
澳国内生产总值下降7％，为1959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图为澳大利亚悉尼海德公园一
带冷冷清清。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摄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7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从6月份的
7.7％升至7.9％，欧盟失业率从7.1％升至7.2％。

在欧盟范围内，7 月份失业率最高的是西班牙，为
15.8％，其次是意大利，为9.7％；失业率最低的是捷克，为
2.7％，其次是波兰，为3.2％。青年失业问题依然突出。7月
份欧盟失业人数达1518万，其中290多万是不足25岁的青
年。当月欧盟和欧元区青年失业率分别为17％和17.3％，高
于6月份的16.9％和17.2％。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经济和就
业造成巨大冲击。欧盟和欧元区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分别
环比萎缩11.7％和12.1％，单季萎缩幅度均创下1995年欧盟
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高。

欧元区7月份失业率

继续攀升

澳大利亚统计局当地时间9月2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国
二季度GDP比一季度下降7%。GDP已连
续两个季度下降，正式陷入衰退，结束了连
续28年创纪录经济增长。澳大利亚上一
次经济衰退发生在1991年。

何以至此？回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暴发时，澳大利亚曾依靠与亚洲特别是
与中国强劲的经贸合作，成功地避免了经
济衰退，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由
此不难看出，中澳两国贸易不仅具有天然
的互补性，更明显有助于澳大利亚经济发
展。事实上，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澳最大

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第一大
贸易顺差来源国、第一大留学、游客来源
国，等等。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例超过
了40%。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将是今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
国家，澳大利亚本可以通过加强与中国的
经贸合作尽快走出疫情造成的困境，实现
经济复苏。

但是，自疫情发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
盲目跟随美国，执意渲染中国威胁，无端攻
击中国，肆意干涉中国事务，同时出台多项
针对中国的政策举措，导致中澳关系从低

谷坠入深渊。澳大利亚政府不顾经济发展
现状和需求，恶化中澳关系的做法已经引
发了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的不满。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德勒斯代尔指出，
如果澳大利亚听信一些美国人和澳大利亚
安全官员蛊惑，那么所谓与中国“脱钩论”
将使澳大利亚以及整个东北亚经济和政治
安全付出沉重代价。亚洲的经济奇迹是通
过合作与贸易创造的，不是依靠展示“肌肉
和力量”得来的。澳大利亚需要以冷静、明
智的外交行动，站稳正确立场，与中国开展
明智的接触和往来，与更极端的美国现政
府政策避而远之。

听信“脱钩论”将付出沉重代价
□ 李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