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3日 星期二8
ECONOMIC DAILY

世界经济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美欧股市整体上演了“过山车”行情。美国财政救助计划一

波三折影响了股市走势。此外，投资者担忧，发达经济体疫情二次暴发将引发新一轮防

控措施，导致经济活动受限。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美欧股市整体上
演了“过山车”行情。10月初，美欧股市分别
上升至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挫。至月底，美
股道琼斯指数月内整体下挫4.61%，标普500
指数下挫 2.77%。欧洲股市方面，富时罗素
100指数、德国DAX指数和法国CAC指数也
分别下挫4.92%、9.44%和5.01%。

美国财政救助计划一波三折影响了股市
走势。10月初，投资者将更大规模的财政救
助计划以及后续宽松货币政策等积极因素纳
入预期定价考虑，美股和欧股都出现了不同
程度上涨。但是，大选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
之间在刺激规模和结构方面的分歧迫使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10月7日宣布，将经济刺激计
划推迟到大选之后。希望的破灭使股市开始
不断下调。

分析认为，此前靠政策刺激维持涨势的
美股事实上丧失了短期增长动力。在财政
刺激无望的同时，货币政策也无法进一步宽
松。一方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多次强调
货币政策必须与财政政策捆绑才能效果最
大化，言下之意是货币政策几乎已经“弹尽
粮绝”；另一方面，虽然 11 月初美联储会再

开议息会议，但市场预期认为美联储官员
在美国大选期间不会采取任何额外刺激
政策。

在美国大选前，除财政货币政策无力
支持市场之外，大选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压
低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部分
投资者认为，在此次美国大选中，不仅两
位候选人在经济刺激政策、税收政策、外
交政策等领域政见迥异，而且本次大选存
在邮寄选票、后续权力交接等一系列不确
定性因素，部分投资者因此采取了减仓规
避风险操作。这一力求稳妥的操作模式
促使投资者在当前变现股票等风险资产，
打算在大选后财政刺激计划明了之时再
择机入市。

在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美欧股市大幅震
荡的背后，还有着投资者对发达经济体疫
情二次暴发进而引发新一轮防控措施和经
济活动受限的担忧。

事实上，美欧疫情恶化、政府后续防控

措施出台与股市下行趋势高度关联。在 10
月份最后一周，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曾超
过9.9万例；英国、德国、意大利三国10月底
日新增病例分别突破2.4万例、1.9万例和3.1
万例。受此影响，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等国家相继在10月底宣布新一轮“封
锁”政策。美国部分州政府开始重新出台社
交限制措施。投资者认为，近期疫情反弹使
得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防疫政策收紧。

因此，即使 10 月 30 日出炉的欧洲第三
季度经济环比数据有所改善，欧洲央行也不
无担忧地表示，为阻止疫情蔓延采取的强力
限制措施将导致四季度前景变得更加黯
淡。同时，主要金融市场面对三季度美欧有
所改善的宏观数据也未作出积极反应。美
股道琼斯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也分别在 10
月最后一周下降了 6.47%和 5.64%。欧洲斯
托克 600 指数 、富时罗素 100 指数 、德国
DAX 指数和法国 CAC 指数在 10 月最后一
周也大幅下挫。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大选和英欧谈判等
事件叠加主要发达经济体疫情反弹，造成投
资者恐慌情绪不断加剧。衡量未来30天标
普500指数波动性的恐慌指数VIX在10月底
曾经一度上抬至40以上，为6月份以来最高
水平。在这种风险情绪之下，投资者对于大
选前后的美欧股市看空态度进一步凸显。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10月30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21日至27日当周，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期货投机交易中净空头
合约数量为 15079 手，较上一统计周期增加
2270手；投机者持有的标普500期货净空头
合约数量为 44607 手，较上一统计周期增加
1960手。

如果深究当前美欧股市“高波动性”的根
源，发达经济体流动性长期泛滥导致股市高
估值泡沫这一因素“功不可没”。当各方此前
频繁高歌美股达到历史高位时，已经有大量
分析呼吁投资者保持谨慎态度。相关分析认
为，美股不仅严重依赖流动性，同时还存在科
技股与其他股票差异加大、市场过度依赖科
技股等结构性问题。

乐观估计，主要公司可能通过未来的盈
利情况消化当前过高的估值压力。然而，在
此乐观情况到来之前，市场内外的各类震荡
或者小幅度变化都有可能因股市的内部问题
造成价格大幅度波动。

美欧股市上演“过山车”行情
□ 蒋华栋

进入10月份以来，欧洲地区新冠肺炎疫
情呈加速扩散态势。英国、法国、西班牙、意
大利等国近日新增病例数连创新高。相关数
据显示，过去一周多时间内，欧洲地区平均每
天新增病例超过22万人，比前一周大幅增加
40%以上。根据欧洲疾控中心统计，截至当
地时间11月1日，欧洲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达
到738万，其中法国、西班牙、英国的确诊病
例均突破100万大关。与此同时，欧洲地区
死亡病例已经达到22.128万例。

面对第二波疫情来袭，欧洲大部分国家
纷纷开始实施新一轮疫情防控措施，开启第
二轮封锁。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发表全国讲话，宣
布自10月31日起采取新一轮封锁措施，关
闭酒吧、餐厅，禁止民众跨区域旅行，除生活
和工作必须外，尽量留在家中。随后，德国、
英国、意大利等国均决定自11月初开始采取
类似措施。这是自今年3月份以来欧洲各国
再次采取“封城”措施。与今年春季不同的
是，随着人们对新冠病毒传播规律的认识不
断加深，以及防控工作经验不断积累，此次欧
洲地区的疫情应对措施更有针对性。

总体来看，此次欧洲地区的封锁措施主
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尽量控制封锁规模
和范围，尽全力保证经济社会生活绝大部分
正常运转。与3月份的封锁措施不同，此次
欧洲大部分国家仅关闭了餐馆、酒吧、电影
院、健身房等非生活必需的相关设施，但允许
零售业在满足卫生防疫标准的情况下继续营
业，工厂、公司等也均未停工。二是确保学
校、幼儿园等正常运行。当前，欧洲的一系列
数据显示，学校和幼儿园并非新冠病毒传播
的主要场所，且大范围的学校和幼儿园关闭，
将给有孩子的家庭带来巨大压力，影响父母
正常工作，进而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经济损
失。三是申根国之间尽一切努力确保边境开

放，并维持正常的交通物流活动。今年3
月份，申根各国为了应对疫情纷纷关闭边
境，严重影响了欧盟内部的物流运输。

由此不难看出，此次欧洲各国政府尽
管采取了一系列封锁措施，但其底线也很
清晰，即无论如何要阻止“全面停摆”，尽全
力维持大部分经济社会生活有序运转。今
年欧洲各国经济受疫情和封锁措施影响已
经受到重创，若第二轮防控措施造成“全面
停摆”，无疑将雪上加霜。因此，在有效控
制疫情的同时，维持相对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除了封锁措施外，欧洲部分国家也在积

极采取其他措施。近日，斯洛伐克就决定将
对全民实行新冠核酸检测，以进一步摸清本
国疫情并针对确诊病例采取措施。英国医药
监管部门也已经启动新冠疫苗审批程序，期
望能够尽快将疫苗投入使用。德国疾控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将于近期公布德国
新冠疫苗接种预案，并希望能够加快疫苗审
批流程，以便于明年年初起为民众接种疫
苗。分析认为，德国将有可能成为最早为民
众接种新冠疫苗的西方国家之一。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也暴露出欧洲各
国的一些弊病。在短短三周内，各国新增病
例纷纷创下新高，致使欧洲各国政府纷纷进
入“警戒状态”。面对疫情来袭，大部分欧洲
国家都采取了防控措施，但在政治、经济和社
会层面，各国的防控措施也遭遇了相当程度
的“抵抗”。自8月份起，德国多地就连续出
现了反对防控措施的大规模游行。在10月
份最后一个周末，新一轮封锁措施执行前夕，
德国多地还掀起了一轮抗议高潮。很多民众
反对持续时间较长的防疫措施，不满由此给
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经济界特
别是餐饮等行业则对政府的措施表示失望。
不少企业主认为，在饭店用餐并非新冠病毒
传播的主要途径，政府针对餐饮行业的措施
没有充足依据。德国柏林部分餐饮企业甚至
就联邦政府的封锁措施与其对簿公堂。部分
在野党也认为，大范围封锁措施将威胁很多
人的生存，并且侵犯了民众的基本权利。

尽管欧洲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但今冬欧

洲的疫情防控形势仍不乐观。圣诞节和新年
将至，届时欧洲人员流动聚集将达到高峰期，
是否继续采取封锁措施，新年后是否还会有
第三波疫情，这些问题现在都无法解答。但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疫情在短期内不可能结
束。近日，被誉为“德国钟南山”的著名病毒
学家德罗斯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本轮

“局部封锁”不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他表
示，疫情在明年复活节时肯定不会结束。如
果应对得当，明年夏天欧洲疫情将会有所
缓解。

记者在“封城”前的周末外出采购时发
现，尽管封锁措施还未生效，但街上的行人明
显减少，且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多。平时很难
停车的街区也有大量空闲车位。除了超市
外，其他商店基本上没有顾客。记者在与德
国朋友交流时了解到，德国大部分民众对目
前的疫情表示担忧，对政府采取的措施也表
示理解。但是，仍有不少人认为这些措施完
全没有必要，甚至仍然否定戴口罩的作用。
各联邦州政府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多或
少在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上给德国联邦政府使
绊子、拖后腿。

在如此情况下，政府与社会始终在防疫
措施问题上无法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影响
了防疫决策和执行效率。近日，德国媒体就
此问题连续发问，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会成
为对欧洲各国制度和民众团结自律的严峻考
验？为何总有人在关键时刻无法保持自律？
欧洲到底应当如何以团结高效的方式应对疫
情？显然，这些问题还得靠欧洲人自己寻找
答案。

面对第二波疫情，欧洲如何应对？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10月30日，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特罗卡德罗广场人烟稀少。 （新华社发）

英国政府10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1011660例。英国首相约翰逊当日宣布，鉴于本国疫情，计划在英格兰
再次实施大范围“禁足”措施。图为一名女子戴着口罩在英国伦敦市中心行走。 （新华社发）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全球咨询公司麦肯
锡一项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消费者对市场信心的调查
显示，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消费者对疫情后经济复苏最为
乐观，中国、印度和美国的排名紧随其后，大多数欧洲国家以
及韩国和日本消费者对疫后经济复苏持悲观态度。此项调查
于今年3月份至6月份在全球45个国家开展，其中有516名
来自阿联酋的消费者参与了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61%的阿联酋消费者乐观地认为当
地经济将在两个月到三个月内实现反弹，且经济增长将恢复
到疫情之前甚至呈现更强劲的发展趋势。阿联酋消费者的乐
观态度反映了对政府干预、市场体系的整体信心。自疫情暴
发以来，阿联酋政府出台了多项经济刺激计划，同时简化行政
手续、降低税费，帮助因疫情受困企业摆脱暂时的经营困难。

尽管对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调查同时显示，阿联酋消费
者的诸多消费习惯因疫情发生了显著改变，价值驱动成为核
心消费理念，人们更加关注如何花钱。除了减少生活必需品
以外的开支，阿联酋消费者正在养成新的购物习惯，比如提前
列好购物清单、研究对比不同品牌、比较不同商家价格、选择
促销期间购买商品等。调查报告显示，在疫情过后计划继续
通过线上方式购物的消费者比例在阿联酋和沙特最高，“宅经
济”将成为疫后海湾国家经济发展新特点。

此外，调查还关注了3月份至6月份各国家庭收入、支出
和储蓄变化。在阿联酋，88%的消费者表示个人财务状况因
疫情在未来两个月内会受到一定影响。在家庭收入方面，
38%的阿联酋消费者表示收入整体下降,分别有52%的阿联
酋消费者表示收入维持不变，10%的消费者表示收入有所增
长。在家庭支出方面，44%的消费者表示家庭支出维持相同
水平，36%的消费者受疫情影响家庭支出减少。

阿联酋消费者对疫后

经济复苏较为乐观

本报讯 记者施普皓报道：巴基斯坦内阁经济协调委员
会日前批准一项为农民发放化肥补贴的计划。根据该计划，
农民每购买50公斤化肥将获得1000卢比（1巴基斯坦卢比
约合0.04元人民币）的化肥补贴，补贴资金将由联邦政府与
各省政府按照70％和30％的比例分担。

10月29日，巴基斯坦总理财政顾问哈菲兹·谢赫主持召
开经济协调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批准了总理伊姆兰·汗提出
的针对国内小麦等作物向农民发放化肥补贴等一揽子计划，
主要为了鼓励巴国内农民加大肥料用量来提升小麦产量，从
而缓解国内小麦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该计划将于11月3
日提交给巴基斯坦内阁会议审核。

据了解，联邦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将通过财政部门直接
分配给各省。同时，巴基斯坦国家粮食安全与研究部还将评
估各省对资金的需求，并根据评估结果向财政部门提出建议，
以向各省拨款。

巴基斯坦政府计划

为农民发放化肥补贴

新加坡航空公司近日推出飞机餐地面用餐服务，受到不
少顾客欢迎。两架停在樟宜机场的A380客机被改为地面餐
厅。疫情期间无法乘飞机出行的人们可以在此享用飞机餐，
品尝久违的航班“味道”。图为顾客在樟宜机场享用飞机餐。

（新华社发）

久违的航班“味道”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卞晨光报道：印尼中央统计局近日
发布数据显示，有多达82.85%的印尼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下营收减少，最严重的降幅甚至超过80%。

数据表明，与疫情暴发前相比，绝大部分中小微企业收入
下降，部分大型企业也面临困境。现阶段只有14.6%的印尼
企业仍能维持同等收入，仅有2.55%的企业在疫情后营收不
降反增。在不同行业中，旅游业受到的影响最大，首当其冲的
是住宿和餐饮业，92.47%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仓储和运输
业紧随其后，90.34%的企业收入较疫情暴发前大幅下滑。

印尼中央银行预测，今年第四季度印尼制造业指数将会
出现好转迹象，达到47.16%。为减轻企业负担，印尼政府决
定在今年10月份至12月份期间，降低国家电力用户电费服
务价格，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22.5印尼盾（1印尼盾约合
0.0005元人民币）。

印尼超八成企业

受疫情影响营收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