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4 世界经济

美国经济会不会再被疫情“绊倒”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

布 了 2020 年 国 民 经 济 数

据。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南非外交部负责亚洲地区

事务的副总司长苏克拉尔。

他认为，面对严峻复杂的挑

战，2020 年中国经济表现抢

眼，并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了社会民生总体稳定。

他强调，中国再次成为带动

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期待

加强非中抗疫与经贸合作。

“2020年中国 GDP同比

增长 2.3%，预计成为全球唯

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这一成绩实属不易。”

苏克拉尔表示，中国较早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中

国采取了严格措施遏制疫情

蔓延，并在防疫常态化下积

极复工复产。

苏克拉尔认为，2020 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出

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

面，各国普遍实行封锁措施，

许多当地企业在疫情压力下

倒闭，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

走软。另一方面，单边主义

和霸凌主义大行其道，特别

是在技术上实施单方面制

裁，企图阻碍中国企业和经

济发展。“尽管面临严峻复杂的内外挑战，但中国经济仅在

2020年第一季度出现下滑，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已由负转正。”

苏克拉尔强调，这一成绩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实力与韧性。

2020 年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苏克拉尔认

为，这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稳定

就业工作方面，苏克拉尔则认为，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这与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失业难题形成鲜明对比。“这不仅有效

保障了基本民生，也有力促进了20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

苏克拉尔负责南非对亚洲国家外交工作整整 20年，对中

国在历次国际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印象深刻。“面对危机，中国

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苏克拉尔表示，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时，中国采取有效经济刺激措施，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

破坏全球经济。“如今，中国再次站在应对全球危机的最前沿，

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他认为，在 2020年外部环境不利

的条件下，中国 GDP 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对中国和国际社

会来说都是好消息。

“中国也站在了支援非洲抗击疫情的最前沿。”苏克拉尔

表示，中国率先向非洲提供抗击疫情援助，为实现疫苗在发展

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贡献，同时中非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在疫情之下依然展现生机与活力，这再次证明中国是

非洲可以信赖的全天候伙伴。他强调，相信中国将继续在非

洲发挥重要作用，助力非洲尽快战胜疫情，提高工业化水平，

帮助非洲实现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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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1月 24日，联合

国贸发会议发布最新一期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

报告《2020-2021年全球投资趋势与展望》指出，

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下降，同比

降幅达 42%，预计 2021 年将进一步疲软，全球可

持续复苏面临风险。中国等国家逆势而上，出现

外国直接投资上升局面，2020 年中国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

从全球趋势看，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大幅下降，从 2019年的 1.5万亿美元下降至 8590

亿美元，同比降幅达 42%。下降集中在发达经济

体，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同比急剧下降 69%，降

至 2290 亿美元，是过去 25 年来的最低水平。发

展中经济体的情况相对好得多，降至 6160 亿美

元，同比降幅为 12%。目前，流入发展中经济体

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72%，这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比例。

从地区趋势看，2020 年全球各地区外国直

接投资流量下降极不平衡。欧盟外国直接投资

下降三分之二，从 2019 年的 3730 亿美元降至

1100 亿美元。在 27 个欧盟成员国中，有 17 个国

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下降，包括德国、意大利、

奥地利和法国。但是，对瑞典的外国直接投资翻

了一番，达到 290 亿美元；对西班牙的外国直接

投资增长了52%。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了 37%，降至 1010 亿美元。该地区石油相关行

业的投资和市场导向型投资急剧下降。在该地

区较大的经济体中，只有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

下降相对较小，同比降幅为 10%，这要归功于该

国颇具韧性的再投资收益。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460 亿美元下

降到 380 亿美元，同比降幅为 18%。已发布的绿

地项目从 2019 年的 770 亿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280 亿美元，同比降幅高达 63%。主要原因是疫

情对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因商品价

格低和需求低而被放大。

相对于其他地区，亚洲较好地经受住了疫情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冲击。2020 年，该地区外国

直接投资同比仅下降 4%，降至 4760 亿美元。但

是亚洲次区域最大的几个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

的外资下降，对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减少

31%，降至 1070 亿美元，流入新加坡的外国直接

投资同比减少 37%，印度尼西亚同比减少 24%，

越南同比减少10%，马来西亚同比减少68%。

从不同类型经济体的趋势看，2020 年流向

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大幅下降 77%，

降至 130亿美元,这是自 2002年以来该地区的外

资最低流入水平。俄罗斯外资流入大幅下降，从

2019 年的 320 亿美元降至 11 亿美元，主要原因

是疫情造成的创纪录低油价给投资带来了下行

压力。

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如英国、意大利、德国、

巴西和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均急剧下降。

2020 年美国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一半，同比降

幅达 49%，降至 1340 亿美元，绿地投资和跨境并

购均大幅下降。英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从 2019

年的450亿美元降至13亿美元。

中国出现外资流入上升趋势。2020 年中国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增长 4%，达到 1630 亿美

元，使中国成为当年世界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接收

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恢复正增

长，增幅达 2.3%，以及中国政府实施的投资便利

化措施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企稳发挥了

积极作用。疫情期间，全球对跨国公司在华供应

链的依赖也推动了外资在华投资的增长，中国对

一些行业实施的进一步自由化政策措施也促进

了新的投资。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

2020年，中国吸收外资的全球占比大幅提升，高

达 19％。他强调，中国对外资持续保持吸引力，

主要由于中国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和政府采取了

有效的投资便利化措施。

从投资领域和方式看，2020 年跨境并购销

售额达到 456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第一产

业主要是采掘业的跨境并购销售额下降了 52%，

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下降了 8%和 6%。食品和

数字行业的资产销售额增长了两倍多。制药行

业的并购销售额下降了 43%，但是并购交易数量

达到 206 宗，这是该行业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往往更能反映新投资活动的绿地项目数量在各

个行业均出现下降，已公布的绿地项目投资额为

5470亿美元，同比下降 35%。资源型行业已公布

新建项目总价值急剧下降，初级产业主要是采掘

业的新项目投资额下降了 45%，焦炭和精炼石油

新项目投资额下降了 70%，制造业绿地项目价值

下降了 44%，服务业绿地项目价值下降了 26%。

信息通信是少数价值增长的行业，并且仍然是绿

地项目数量最多的行业，投资额同比增长 18%，

达到780亿美元。

展望 2021 年外国直接投资前景，预计全球

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将继续疲软，下滑幅度为 5%

至 10%，下滑将在 2021 年触底并在 2022 年开始

复苏。近期疫情反弹带来的风险、疫苗接种方案

和经济支助一揽子计划的推出速度、主要新兴市

场宏观经济形势脆弱，以及全球投资政策环境的

不确定性等，都将继续影响 2021 年外国直接投

资。投资者对新的海外生产性资产的投资可能

会保持谨慎。2020 年已发布的绿地项目大幅下

降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将进一步下降，显示全球经

济将继续面临下行压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尽管在 2020年其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相对更有韧

性，但其已发布的绿地项目投资额同比下降了

46%，而此类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基

础设施发展以及可持续复苏前景至关重要，这使

得发展中国家 2021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前景存在

很大不确定性。总体而言，预计全球外国直接投

资可能会呈U形复苏。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中国逆势而上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本报讯（记者施普皓）印度储备银行（央行）

近日发布的 1月份统计报告指出，印度国内生产

总值（GDP）增速正在接近正增长。

报告表示，1 月 16 日，印度政府启动全国疫

苗接种工作，有望抑制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传

播，从而大幅提振当前亟待复苏的印度经济。同

时，随着全球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印度的药品

出口也将获得巨大的推动力。

报告指出，当前多项数据显示印度经济已经

出现向好发展的迹象。

首先是国内需求正在逐渐复苏。经历了长达

9个月的收缩之后，印度的商品进口于 2020年 12

月出现了反弹，主要集中在黄金、电子产品和植物

油。同时，珍珠、宝石、机械和纺织品等供应链中

间产品的进口也有所增加，反映出国内经济活动

在复苏。国内消费者的信心也逐步恢复，国际市

场研究机构益普索公司的调查显示，2020 年 12

月，印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涨了2.1个百分点。

其次是外部需求呈现回暖迹象。印度的商

品出口已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在

2020 年 12 月取得了 0.1%的增长。其中，非石油

出口增长 5.6%，连续第 4 个月出现正增长，主要

由药品、农产品和铁矿石的出口拉动。

第三是供给端的表现亦有好转。由于农业

生产与工业活动的恢复，印度国内的供给状况得

到了改善。在农业方面，截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

春季作物的播种面积为 6519 万公顷，比前一年

增长了 1.6%。在工业方面，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在 2020 年 12 月达到 56.4，略高于 11 月

的56.3，呈现出好转趋势。

报告认为，印度的宏观经济前景已变得更加

明朗，2021/2022财年的上半年，印度很可能将取

得主要由消费驱动的经济正增长。报告中提到，

如果新冠疫苗能够取得成功，对于印度的发展而

言，“危”与“机”的平衡将向后者倾斜，经济复苏

将迎来希望。

报告同时提到，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都一定

会触底反弹，但印度的经济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能治愈。未来，电子商务和数字技术等新兴领

域可能是印度复苏的关键，但对于现在的印度而

言，在恢复生产和增加就业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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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美国政府忙不迭地对特朗普政

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气候变化、种族平

等、移民、经济等多个领域相关政策作出调

整，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1 月 20 日，拜登就任第 46 届美国总统

当天，已在白宫签署一系列文件，包括宣布

美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停

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停止美国和墨西哥

边境墙建设等。

有分析指出，除了否定特朗普政府的

政策之外，拜登政府的政策重点落在加强

疫情防控和推进总额高达 1.9 万亿美元的

经济救助计划。这其中，美国经济是逐渐走

出困境迎来复苏，还是经历一场“更加漫长而

痛苦的衰退并留下长期创伤”，疫情防控将成

为最关键的环节。

拜登政府对此心知肚明。1 月 21 日，美

国宣布一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战略，

并签署多项与抗疫相关的行政命令。据报

道，这份长达 198 页的国家战略文件包含多

项应对疫情的目标，比如推进安全、有效、全

面的疫苗接种计划；通过实施“口罩令”、增加

检测量、提高治疗能力和增加医护人员等手

段来遏制病毒传播；扩大紧急救助计划等。

不过，美国的疫情防控局面恐怕并不是

换个政府，出台雄心勃勃的计划就能迅速改

变的。1 月 22 日，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所长福奇说，美国政府此前在应对疫

情方面并未向公众传递真实信息，导致这么

多美国人失去生命。福奇认为，美国在抗击

疫情方面还会“走弯路”，“因为美国目前在很

多方面并未做好准备”。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 1 月 23 日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499 万例。这个数

据仍在迅速攀升。

接种疫苗的进程不及预期。美国政府此

前 计 划 ，在 2020 年 12 月 底 前 接 种 2000 万

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

至 1 月 23 日，接种大约 2054 万剂，较预期进

度缓慢许多。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拜登政

府希望在就职百日内为 1亿人接种疫苗的目

标也不好落实，更别说美国国内诟病已久的

疫苗分配不公了。

还要看到，加强疫情防控短期内会加大

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这对去年下半年才稍稍

缓过劲来的美国经济而言是个不小的考验。

同时，美国政府债务已经处于历史性高位，未

来继续实施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的空间较为

有限。有观点指出，美联储2020年扩表迅速，

一旦 2021年通胀有所反弹，美联储可能被迫

边际收紧货币政策，或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新

一轮动荡。

考虑到这些

因素，美国经济

的复苏前景，恐

怕仍要打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

图为图为11月月1616日日，，在印度孟买在印度孟买，，医护人员为一名女子注射新冠疫苗医护人员为一名女子注射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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