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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决定美国经济走势的三个关键因素。然

而，日前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拒绝延长即将到期的紧急贷款计划，加之疫苗远期效果如

何尚属未知，美国经济的三根支柱，现在只剩下一根半。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近日，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修订后的
2020年和2021年全球航空运输业业绩展望
报告指出，今明两年全球航空运输业都将出
现严重亏损。预计2020年将出现1185亿美
元（1美元约合6.6元人民币）净亏损，比今年
6月份预测的 843 亿美元更为严重；预计
2021年将出现387亿美元净亏损，高于今年
6月份预测的158亿美元。

报告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航
空运输业构成生存挑战。行业收入从2019
年的8380亿美元降至3280亿美元。航空公
司削减了 3650 亿美元成本，从 2019 年的
795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4300亿美元。

在客运方面，2020年客运业务所有主要
运营参数都是负面的。乘客人数骤降至18
亿 人 次 ，比 2019 年 的 45 亿 人 次 下 降
60.5%。预计客运收入将下降到1910亿美
元，不到2019年总收入6120亿美元的三分
之一。在客运需求方面，国际市场需求下降
75%，国内市场表现相对较好，预计2020年
将比2019年降低49%。客运收益预计将比
2019年下降8%，客座率预计将从2019年的
82.5%下降到65.5%，倒退至1993年水平。

在货运方面，2020年货运业务运营参数
表现明显好于客运。预计货运收入将从
2019年1024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177
亿美元。尽管货运业务好于客运业务，但仍
无法弥补总收入下降带来的损失。2019年，
货运收入占航空运输总收入的12%，预计
2020年将增长到36%。

报告预测，2021年全球航空运输业绩效
指标与2020年相比将有所改善，2021年上
半年将经历艰难处境，下半年业绩将有所回
升。考虑到届时各国重新开放边境，以及新
冠疫苗广泛投入使用等因素，预计2021年第

四季度将实现盈利。航空公司2021年的
财务状况将出现明显好转，预计亏损387
亿美元，到2021年年中总收入预计将增至
4590亿美元。预计成本仅增加610亿美
元，从而带来整体财务业绩的改善。尽管
明年航空公司每搭载1名乘客仍将损失
13.78美元，但到2021年年底，更强劲的收
入将改善这种状况。预计2021年旅客人
数将增加到28亿人次，比2020年增加10
亿人次，但仍比2019年少17亿人次。预计
客运收益将持平，载客率将提高至72.7%，
较2020年的65.5%有所提高，但仍远低于
2019年的82.5%。货运业务预计将继续保
持强劲表现。考虑到商业信心增强以及航

空货运在疫苗分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预
计货运量将增至6120万吨，高于2020年的
5420万吨，与2019年的 6130万吨基本持
平。由于客机腹仓运力恢复缓慢，运力将持
续紧张。预计货运业绩将有强劲表现，货运
收入将增至创纪录水平的1398亿美元。

报告指出，航空运输业复苏将面临两大
挑战。一是财政支持和债务水平。疫情之
下，航空公司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生存。即
使如此，许多中小型航空公司仍有生存之
虞。预计航空公司在2021年上半年仍将平
均每月消耗68亿美元，直到2021年第四季
度才会实现收入正增长。由于疫情持续时间
超出预期，航空公司将需要更多的财政援

助。目前，航空公司的债务负担已膨胀到
6510亿美元之高。二是边境关闭和疫情检
测。旅行限制和检测措施是阻碍旅游业复苏
的最大因素，也拖延了航空运输业复苏。最
直接和关键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系统地检测来
重新安全开放边境。考虑到未来新冠肺炎疫
苗的广泛使用，边境应在不检测或限制检测
的情况下保持开放。

报告强调，各方应对航空运输业的未来
抱有信心，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国际航协
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朱尼亚克呼吁，挽救航
空运输业时不我待，各方必须迅速寻求解决
方案，推动该行业尽快复苏。这将挽救就业，
并将带动全球旅游业复苏。

国际航协发布展望报告

2021年全球航空业仍将呈亏损态势

新冠疫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成
为决定美国经济走势的三个关键因素，辉瑞
等公司疫苗研发带来的希望之光刚刚让民
众稍稍心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起彼伏
的变化就为美国经济再度抹上愁云。

辉瑞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
了紧急使用新冠疫苗的授权被视作重要节
点，批准后辉瑞将在12月中旬出售疫苗。美
国经济学家似乎从中看到了希望，一些经济
学家称，在经过10年的持续低通胀之后，人
们恢复疫情前的生活可能会再次推动旅游、
餐饮和其他服务消费，从而推高美国的物
价，推升美国的通胀。

经济学家憧憬，在疫情初期大量裁员和
大幅降价的航空公司、酒店届时可能难以满
足激增的需求，这会推高产品和服务价格。
另外，随着人们开始寻找其他住所，城市里
的住房租金可能再次开始攀升。

目前，由于对经济的信心增强，大公司
重新开始用现金派息。今年早些时候，当美
国大部分经济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波
冲击下停摆时，面对当时的不确定性，企业
纷纷通过信贷额度支取了现金，并停止了回
购股票，也暂停了派息。随着企业适应了疫
情下的新经济模式，一些企业开始恢复派
息，并希望在低利率环境下以此吸引投

资者。
一些经济学家预计，报复性消费会发挥

一些作用，明年春季美国通胀率或将出现一
两个月短暂上升的情况。这是因为在今年3
月份和4月份，随着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物价出现了大幅下跌。由于通胀率是以
物价同比变化来计算的，所以当对比基数偏
低时，通胀率会显得强劲。

进入第三季度，美国购房者认为独立住
房有利于防疫，各地房价均呈上涨趋势，而且
创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也是推动购房者纷
纷入市的原因，致使待售房一直短缺的情况
更为严峻，买家之间的竞争引发竞价战。近
几个月来，现房销售量猛增，9月份的数据达
到经季节性调整后的14年新高。

据此，企业信心恢复，房地产火热和对疫
苗效果的憧憬令美国经济上空密布的乌云露
出了金边，云层渐淡。但是，作为推动美国经
济前行的其他两个支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

策却开始缠斗，愁云再度起伏。
继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国会众议

院议长佩洛西未能在大选前达成财政刺
激协议后，现任总统和继任总统之间的僵
局也引发了诸多变数。财政部突然提出
停止批准新冠肺炎疫情紧急贷款计划，不
仅使市场哗然，也引发了美联储高级官员
的不满。

姆努钦11月19日拒绝延长与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几项紧急贷款计
划。这些将于12月31日到期的紧急贷款
计划包括企业信贷、市政贷款和大众商业
贷款。在11月19日写给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的一封信中，姆努钦说这些贷款计划显
然已经实现了目标。尽管部分经济领域仍
受到严重冲击，需要额外财政支持，但金融
环境已作出反应，对这些紧急贷款工具的
使用十分有限。这些贷款计划资金是根据
3月份通过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

安全法案》授权的。与此同时，姆努钦还要求
美联储归还未使用的4000 多亿美元资金以
备他用。

鲍威尔迅速对此表示不满，认为经济仍
然急需这些紧急贷款项目支持，鲍威尔表示，
希望财政部允许全部贷款计划继续延期。但
是受法律限制，没有姆努钦的签字，这些计划
不能实施。最终，美联储不得不同意财政部
的要求，并退还了 4000 多亿美元的剩余资
金。观察人士指出，姆努钦此举有政治含义，
因为他提出撤回的紧急贷款计划都在发挥
效力。

面对如此乱局，美国经济的三根支柱，现
在只剩下一根半，而且疫苗的远期效果如何
尚属未知，制药公司、市场人士、普通民众都
在抱着美好愿望猜测疫苗的最终效果。一旦
疫苗效果不如预期，同时财政部掣肘，美联储
不得不与经济困境单打独斗。

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近日表示，美联储
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确保经济从今年早
些时候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复苏，包括购买政府
资产以及给出明确的前瞻性指引。人们预计，
在年底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很可能会扩
大资产购买规模，并视情况推出收益率曲线控
制工具，在保持名义利率为正的情况下，将实
际利率压到零以下，以此刺激经济。

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变化莫测
□ 关晋勇

据新华社巴黎电 法国总统马克龙
11月24日发表电视讲话说，鉴于法国第二
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已经过去，计划从11月
28日起分三个阶段解除封禁措施。

马克龙宣布，自11月28日起，法国将实
施第一阶段“解封”。在这一阶段，个人出行
仍需携带证明，但日常出行范围扩大至距离
住所20公里、时间延长至3个小时；宗教场
所恢复举行活动，但聚集人数不得超过30
人。自12月15日起，如果每日新增确诊病
例在5000例以下，法国将解除“禁足”措施。
每日21时至次日7时实施宵禁，但12月24
日和31日民众出行可不受宵禁限制。自明
年1月20日起，如果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保持
在5000例以下，将实施第三阶段“解封”。体
育馆和餐馆将恢复开放，宵禁解除，高中全面
复课，大学将在高中全面复课15天后复课。

右图 11月25日，孩子们在法国巴黎皇
家宫殿广场玩耍。 （新华社发）

法国计划
分三步“解封”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在11月24日举行的
“2020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上，重
庆、新加坡两地通过连线方式举行了“日兴资管—工行新加坡
中国债券ETF”基金挂牌上市仪式。

该ETF由工商银行、日兴资管、星展银行、中债强强联合
推出，日兴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工商银行
新加坡分行担任基金投资顾问和参与经纪商，星展银行担任
基金托管人。

2019年11月份，工商银行与中央结算公司在新加坡交
易所联合向全球发布“中债—工行人民币债券指数”，为市场
提供了一个及时反映利率变化趋势、真实体现市场流动性的
债券指数。为支持该指数在海外进一步推广应用，工商银行
新加坡分行与日兴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此次合作发行“日
兴资管—工行新加坡中国债券ETF”，追踪该指数下的“中
债—工行1-10年国债及政策性金融债指数”，主要覆盖到期
日介于1年至10年中国境内发行的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为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投资渠
道。该ETF初始募集金额约12.6亿元人民币，是全球首只
追踪“中债—工行人民币债券指数”的基金，将成为中国区
以外亚洲市场第一大、全球第二大的追踪中国国债及政金
债的ETF。

新加坡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罗文才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恢
复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需求将进一步
增长。我们很高兴看到新交所与工行、中债联合发布的指数
有了实质性对应成果，新交所期待通过更多创新方案，进一步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追踪中国债券指数ETF上市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近日，韩国统计厅公布的
《9月人口动向》显示，在近年韩国出生率呈下降趋势情况下，
今年三季度韩国出生率再创新低。

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国新生儿数为6.9105万名，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2%，为自韩国开展相关统计以来历史最
低值。如果算上前两个季度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韩国累计
新生儿数量为21.1768万名，较去年同期减少了8.8%。从整
体趋势看，近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不仅呈下降趋势，而且这种下
降趋势还在不断加快。

从历年9月份人口增长状况看，此前一直是新生儿数量
明显高于死亡人口数，去年这两个数字却变得非常接近。今
年9月份，韩国死亡人口数反超新生儿数，分别为2.436万名、
2.357万名，这意味着9月份韩国人口实为负增长。

另外，今年9月份的婚姻状况也不甚乐观，不利于人口增
长。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9月份结婚申请数略微减少，共有
1.53万对新人结婚，离婚数小幅增加，共有0.95万个家庭离婚。

韩国前三季度新生儿仅21万

本报雅典电 记者曲俊澎报道：当地时间11月24日，欧
洲议会批准了在欧盟团结基金（EUSF）框架内拨付8.23亿欧
元（1欧元约合7.8元人民币）资金，以向希腊、德国、爱尔兰、
西班牙、克罗地亚、匈牙利和葡萄牙7国提供支持，用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和灾后重建。

据了解，超过6.92亿欧元的资金将用于帮助克罗地亚完
成在今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剩余约1.33亿欧元资金将用于以
上7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中，希腊将获得总计1814.2万
欧元抗疫资金。

目前，共有19个欧盟国家和3个待加入欧盟的国家向欧
盟申请了抗疫资金。

希腊将获1800万欧元抗疫金

阿联酋放开外商投资限制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日前，阿联酋政府宣
布改革现行商业公司所有权法，取消了在阿联酋境内注册公
司必须由阿联酋本国国民作为股东持股的要求，并向外国投
资者开放多个行业。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阿联酋国内的营商
环境及商业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据阿联酋经济部官员介绍，阿联酋政府修改了2015年开
始实施的商业公司法中的相关法规，并引入了3条新规定。
根据修订后的新法，在阿联酋境内注册的公司不再需要由阿
联酋本国国民作为大股东，这将大大降低外国投资者在阿开
设公司的运营成本，增加注册公司的灵活性。此前，外国投资
者须在阿联酋境内自贸区注册公司才可享受此政策。

此外，新法取消了外国公司需由阿联酋国民或阿联酋本
地公司作为注册代理人的规定。公司董事长必须由阿联酋本
国国民担任、董事会成员必须由阿联酋本国国民占多数的规
定也同时被取消。这意味着新法实施后外国投资人可以在阿
联酋境内注册具有100%所有权的公司。修订后的商业公司
所有权法同时规定，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水电市政及公共运输
行业及阿联酋国有企业不执行此法规。

阿联酋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表示，阿联酋
正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及营商环境，修订后的
商业公司法将为各国投资者创造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新法还对股份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作出了调
整。针对经有关部门批准上市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出售的
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的70%，此前的法规这一比例仅为
30%，此举将有助于进一步提振当地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截
至2019年底，迪拜金融市场和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市值超过2400亿美元。

修订后的新法将从下个月起开始生效，但与外国所有权、
机构和董事会相关的变更将在官方公报公布6个月后生效。
从新法生效之日起，在阿注册公司将有一年的时间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