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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的

出现，使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多逆流，全

球贸易投资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同步萎

缩引发了各方关注。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在《2020 年贸易与发展报告》中

呼吁，如果没有激进的政策，无法重新

激活贸易和资本流动，全球经济的复苏

和发展韧性将面临巨大压力。

这一呼声在 2020 年底得到了有力

回应。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

之后，中欧领导人在 12月 30日共同宣布

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无疑为

疫后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这将有力稳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经

贸投资合作。

近年来，中欧双边贸易合作领先于

投资合作。2019 年，欧盟超越美国成为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同年欧盟

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仅占中国外商投资存

量的 5.6%，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占

总体对外投资存量的4.3%。

欧盟中国商会认为，中欧双方的技

术优势具有互补性，双方投资合作潜力

巨大。欧盟和中国在人工智能、5G和云

计算等新兴领域各自拥有优势，同时，双

方在工业技术领域的合作诉求强劲。欧

盟中国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20》显示，

62%的成员表示，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

市场准入，他们愿意增加对华投资，其中

近一半的成员准备再投资年收入的 5%

至 10%，近三分之一的成员表示投资力

度会更大。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突破将

有助于双边营造透明、一致和可预测的

商业环境。

展望 2021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发展

态势，各大机构普遍担忧，政策支持不

充分可能会延缓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

苏进程。然而，中欧投资协定的突破为

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提供了更多

确定性。

从欧盟角度看，美国亚洲协会研究

认为，通过这一协议，欧洲企业获得了

重要的商业机会，尤其是重要的市场准

入。在可预计的未来，欧洲将分享中

国金融服务业、电动汽车、电信等领域

的开放红利。欧盟中国商会此前的调

研显示，虽然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但是拥有在华业务的欧洲企业收

益颇丰。39%的成员表示，其 2019 年

的收入同比增长 20%；11%的成员表示，其在华业务的增长率甚至

更高。因此，欧盟中国商会认为，中国市场蕴含着无限潜力，欧洲

企业希望能够分享发展红利。后续协议的达成无疑将有利于疫后

欧盟经济的修复。

路透社认为，中国在 2020年末相继在 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方

面取得突破，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

心，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了良好基础。西班牙对

外银行认为，这一突破对于中国有着多重红利。更为便捷、透明、开

放的双边投资环境将有效促进双边投资，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增

加新动能，更多欧盟企业投资中国市场和中国政府结构化改革的政

策议程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欧双方推动投资协定所展现出来的合作精

神正是当前疫后全球经济复苏所急需的。

欧盟中国商会主席伍德克在谈判完成后表示，希望双方保持当前

推进谈判完成的精神与姿态，尽快达成相关协议，并表示“一个强有力

的协议将是一个有力的声明，表明建设性的接触能够产生结果”。

欧盟中国商会此前表示，市场上有人鼓动外资企业主动与中国

“脱钩”，欧洲企业却期待进一步巩固地位、参与市场份额的竞争。缔

结强有力的中欧投资协定表明，深化合作依然是最好的发展道路，这

恰好也可以驳斥国际上的“零和博弈”杂音。

西班牙对外银行表示，在后疫情时代，中欧投资协定将是“破局

者”，展示了欧洲和亚洲地区国家已经抛弃了冷战思维，正在利用经

贸规则谋求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在新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框架

下，促进全球复苏需要各国的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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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法国经济可谓风雨飘摇，一

波三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原已

步入稳定复苏区间的法国经济遭受了二战

后最严重的打击，市场表现持续黯淡，前期

结构性改革红利消耗殆尽。

面对严重的疫情形势与艰难的复苏挑

战，法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复苏计划，

旨在对冲疫情负面影响，弥合疫情在经济

领域撕开的巨大缺口。未来，法国将在加

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侧重强化经济复苏韧

性，争取早日走出风雨，迎接彩虹。

千亿欧元“振兴计划”

为应对疫情，法国政府于 2020年出台

了规模达千亿欧元的“振兴计划”。在该计

划的助力下，法国经济有望在 2021年稳步

恢复。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预

测，法国 2021 年经济增长将达 7.1%，其中

1.1%是由“振兴计划”带来的积极效果。

根据测算，2021 年，法国出口将增长

6.9%，进口将增长 7.2%，居民消费将增长

7.7%。同时，预计2021年第四季度GDP与

疫情前水平相比仍低1.4%。

法国中央银行行长弗朗索瓦·维勒鲁

瓦·德加约对 2021年经济形势的预判相对

谨慎，但同样认为复苏是主旋律。

德加约表示，在 2021年年初疫情仍然

存在、疫苗需到 2021年底才能完全发挥效

用的假定条件下，法国 2021年与 2022年经

济增长率均约为 5%。其中，失业率将在

2021年初达到约 11%，随着经济逐渐恢复，

失业率有望在2022年回落至9%。

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经济下行压力，

法国政府力图以财政和预算政策组合拳强

势推动经济加速复苏。

一 方 面 ， 通 过 千 亿 欧 元 “ 振 兴 计

划”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完成数字、

绿色转型。在这项庞大计划中，政府以生

态、竞争力和凝聚力为三大主轴，以疫情

后复苏为契机，推动环境、能源和数字化

的创新转型，使法国经济在复苏进程中重

获竞争力。

另一方面，依靠 2021年度预算法案加

强救助措施。法国政府将侧重以“精准式”

帮扶措施，通过减税降费、多样性融资、优

惠扶持、鼓励创新及强化培训等方式，将刺

激性政策精准“投放”于损失最严重的企业

和行业、未来优先发展领域及“脆弱性群

体”，并强化对国内企业、就业及民众的政

策保护。

在此前艰难通过的 2021 年度预算法

案中，法国政府专门投入 200 亿欧元用于

应对疫情的紧急救助措施，整体规模比预

算案初稿高出 80亿欧元，针对大型企业帮

扶的生产税减免规模也高达 100 亿欧元。

据此估算，2021 年底整体税费减免总额将

达450亿欧元。

统筹利用刺激政策

面对国内严峻的复苏挑战，法国政府

将进一步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间采取全

面性平衡政策，统筹利用短、中、长期刺激

政策，严防宏观经济运行再现大幅度波

动。一方面，法国政府将加大病毒检测、追

溯及隔离力度，努力控制疫情蔓延；另一方

面，通过刺激型财政措施进一步减轻国内

负担，缓解疫情对家庭收入、企业利润的负

面冲击，积极提振法国内外需求，为未来稳

步复苏奠定基础。

具体而言，在吸引外资领域，法国曾是

欧洲最大的外资投资目的地国，但疫情冲

击正不断打破这一优势地位。未来，法国

将以提升国内企业财务状况与营利能力为

轴，持续改善国内企业税收、监管及劳动力

技能等，重塑法国商业吸引力。

在工业领域，疫情期间，法国工业遭受

重创。据统计，约五分之一的法国企业价

值链遭受冲击。法国政府希望加速国内产

业现代化转型，通过新技术与机器人为工

业赋能，重振法国工业。

在民生领域，疫情冲击使初现好转的

法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去年三季度失业

率一度高达 9%。据统计，疫情危机使 100

万 法 国 民 众 陷 入 贫 困 ，贫 困 率 已 达

13.6%。对此，法国政府将改善就业与民生

作为贯穿经济复苏计划与帮扶措施的重

点，通过减费降税、发放失业补助等措施稳

固民生基本盘。

化解风险道阻且长

从目前形势看，法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还远未解除。

未来一段时间内，疫情带来的不确定

性及防控封锁的限制影响仍将存在，对服

务业的影响也将持续，客运、旅游和文化产

业的持久性损伤在短期内难以修复。同

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复苏

滞后将继续加大贫困家庭压力。

抗疫措施的强化与经济复苏计划的铺

开将使公共开支骤升。预计到 2021年底，

法国公共赤字的 GDP占比将高达 8.5%，公

共债务的 GDP 占比更是高达 122.4%。多

年积累的财政失衡“火药桶”一触即发，将

成为长期伴随法国经济的“定时炸弹”。

法国国内企业在疫情期间积累了大量

债务，特别是通过政府担保进行的各类融

资，将进一步放大泡沫风险，部分企业将面

临流动性和偿付能力压力，并诱发大规模

企业破产，削弱经济复苏前景。

生产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在此次疫情

中凸显出来，充分暴露出法国产业规划不

足、供应链配置不均、对外过度依赖及竞

争乏力等结构性问题。同时，大规模的工

业重组与产业迁移也将同步放大生产、就

业等领域的长期风险，制造业革新之路“道

阻且长”。

纵观 2020 年，法国经济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风雨中历经洗礼。展望未来，2021

年将成为法国经济复苏的关键之年。首

先，法国经济在疫情的反复冲击下呈现出

韧性，这一特点除了与法国雄厚的经济基

础与产业优势相关，更显示出政府的政策

纠错能力与复苏措施的灵活性。其次，政

府始终以就业、企业等作为重启经济的重

要抓手，强化复苏计划的针对性，以点带面

打开经济复苏的艰难局面。再次，政府紧

抓复苏机遇，推动经济发展重心向科技创

新、环保等领域倾斜，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否采取平衡的、

具有可持续性的措施，在确保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重启经济，切实回应和解决民众的

迫切需求，将关乎法国复苏之路能否走得

长远、平稳。

严防宏观经济大幅波动——

法国统筹施政强化经济复苏韧性
本报记者 李鸿涛 钱 通

2021年1月1日，

一对父子来到法国巴

黎蒙马特高地迎接新

年第一天。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本报雅典讯（记者曲俊澎）希腊财政

部日前宣布，正在启动程序以再次提前偿

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36 亿欧元的

贷款。此次还款包括 2021年和 2022年即

将到期的部分贷款。还款后，希腊将还清

IMF 约 80 亿欧元贷款中的 63 亿欧元，并

节省约3000万欧元的利息。

这是希腊第二次提前偿还 IMF 的

贷款。2019 年 11 月，希腊新政府上台

后不久，就提前偿还了 IMF 约 27 亿欧元

的贷款。

希腊财政部部长斯泰库拉斯表示，此

举可以实现希腊国家现金资源的合理利

用，降低利率和外汇风险，改善希腊公共

债务可持续性的基本指标，例如，年度总

融资需求占 GDP 的百分比以及债务占

GDP的比重。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和国际投资者对

希腊提前偿还 IMF 贷款反应积极，认为

此举有助于改善希腊债务水平。由于投

资者对希腊经济前景看好，希腊正在国际

市场上逐步通过低利率发行国债来取代

昂贵的借贷成本，目前希腊的借贷成本已

经低于IMF的贷款利率。

希腊提前偿还IMF36亿欧元贷款

本报讯（记者高伟东）美国当地时

间 1月 5日，世界银行发布 2021年 1月

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若 2021

年能大规模推广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接

种 ，预 计 2021 年 全 球 经 济 将 增 长

4%。其中，预计中国经济继 2020年增

长2%之后，2021年将增长7.9%。

报告强调，疫苗部署与投资是维

持复苏势头的关键。如果决策者不采

取果断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并推动促进

投资的改革，复苏将缓慢乏力，经济活

动及收入可能长期在低位徘徊，发展

仍面临风险。

报告指出，虽然全球经济在 2020

年萎缩 4.3%之后恢复增长，但新冠肺

炎疫情已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患病，

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并可能长期抑制

经济活动和收入增长。短期内政策重

点是控制疫情蔓延并确保快速广泛地

部署疫苗。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表

示：“尽管全球经济似乎已进入缓慢复

苏，但决策者在公共卫生、债务管理、

预算政策、中央银行业务和结构性改

革等诸多领域仍面临严峻挑战。克服

疫情的影响并抵御投资‘逆风’需要大

力推动改善营商环境，增加劳动力和

产品市场的灵活性。”

据估计，2020 年全球经济活动崩

溃的严重程度略轻于此前的预测，主

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复苏更为强劲，

以及发达经济体的萎缩程度略低。与

此相反，大多数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受到的影响比预

期更为严重。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卡门·莱因哈特表示，近期前景仍然不

确定，仍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在

悲观情景下，感染率继续上升，疫苗延

迟推出，这可能将 2021年的全球经济

增长限制在 1.6%。在乐观情景下，疫

情得到控制，疫苗接种过程加快，全球

经济增长可能加速至近5%。

报告指出，由于发达经济体感染

率回升，2020 年第三季度刚刚出现的

反弹陷入停滞，显示复苏进程缓慢且

充满挑战。据估计，美国 GDP继 2020

年萎缩 3.6%之后，预计 2021 年增长

3.5% ；欧 元 区 GDP 继 2020 年 下 滑

7.4%之后，预计 2021 年增长 3.6%；日

本 GDP 继 2020 年萎缩 5.3%后，预计

2021年增长2.5%。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 经 济 体 GDP 总 量 继 2020 年 萎 缩

2.6%之后，预计2021年增长5%。在不

包括中国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 GDP总量继 2020年萎缩 5%

之后，预计 2021年增长 3.4%。低收入

经济体 GDP 总量继 2020 年萎缩 0.9%

之后，预计2021年增长3.3%。

报告建议，决策者的政策侧重点

需要逐步从收入支持转向促进增长。

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采用以改善卫生和教育服务、数字

基础设施等为目标的政策将有助于减

轻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财政状况

薄弱和债务增加的情况下，旨在刺激

有机增长的体制改革尤为重要。

世界银行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指出——

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