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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初，全球主要经济体集中发布 2 月份制

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综合来看，全球制

造业复苏势头强劲。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

得到有效控制，服务业需求被严重抑制的背景

下，制造业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的作用

更加突出，有望加速世界经济整体复苏进程。

不过，受新冠病毒变异、全球供应链恢复缓

慢、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

响，全球制造业复苏基础仍不牢固，隐忧犹存，

需要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和政策协调。

需求释放
多国制造业加速回暖

从制造业 PMI 数据来看，全球制造业复苏

呈现出“同频共振”态势。美国 2 月制造业 PMI

达到近 3年来最快增速；欧元区制造业 PMI攀升

至近 3年高位，欧洲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全部

重回荣枯线上方；日本制造业 PMI 增速创下自

2018 年 12 月以来新高；韩国制造业 PMI 更是创

下11年来新高。

需求旺盛是拉动全球制造业复苏的重要因

素。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广和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数下降，市场信心有所恢复，受疫情影响的经济

活动逐步恢复并开始正常化，受到疫情抑制的

需求得到快速释放，这些均成为制造业率先回

暖的主要驱动力。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蒋为表示，

投资需求促使资本品产出大幅增长，在制造业

复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需求扩张带来的制造

业价格水平提升进一步刺激了制造业产出增

长，全面提升了全球制造业企业的增长动力与

潜力。同时，由疫情导致的服务业需求低迷也

带来了一定的“替代效应”。被抑制的服务业

需求转化为对制成品的需求，这在受疫情冲击

较为严重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欧美地

区，耐用品需求快速增长，电子设备和家电等

制成品需求强劲增长，拉动全球制造业率先进

入复苏通道。

此外，针对疫情导致的经济低迷，各经济体

相继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推出新的 1.9万

亿美元经济救助和刺激法案，欧洲也将继续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宽松政

策刺激了制造业需求快速上升，市场流动性增

加以及各类金融支持有望加速制造业复苏。

隐忧仍存
不确定因素不容忽视

影响制造业景气度的主要因素包括需求、

供给以及相应的价格和政策变化。综合来看，

全球制造业在今年继续呈现复苏态势是大概率

事件。不过，可能对复苏进程造成不利影响的

不确定性因素仍不容忽视，这些因素也将制约

全球制造业长期发展前景。

“从制造业复苏的逻辑来看，需求、生产以

及由此带来的采购和库存变化都会影响制造业

复苏的可持续性。例如，全球物流与运输还未

完全恢复，原材料采购等投入成本上升，供应链

修复需要较长周期，这些因素都将制约制造业

企业产量增长。”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余典范说。

数据显示，原材料价格上涨给企业带来了

较大压力。目前，全球供应链还远未恢复到疫

情前水平。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企业生

产尚未恢复，部分经济体还出现了“用工荒”，拖

累了企业生产进度，致使未交货订单增多。同

时，供应短缺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严重挤压了

企业利润空间，不利于企业加速复工复产。

经过多年发展，全球供应链已经形成了复

杂的供给网络，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问题，都将对

全球供应链造成影响，从而增加全球制造业供

应链成本，减缓制造业复苏速度。这意味着，任

何一个国家出现疫情反复，都可能对产业链上

其他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全球汽车业普

遍出现的“芯荒”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因此，世

界各国疫情防控的同步性也是制造业复苏面临

的一大挑战。

此外，受经济刺激政策影响，原材料价格上

涨引发了市场对发达经济体通胀的担忧。美国

2月份 ISM 制造业指数显示，支付价格指数已经

出现“令人不安的上涨”，原材料成本创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涨幅。欧洲和日本、

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也同样面临制造业原材料成

本大幅上涨问题，不少工厂生产的各种商品价

格都在上涨，并开始向消费端传导。

如果市场需求继续增长，各经济体出台的

经济刺激政策将会导致原材料价格持续升高，

并传导至制造业，进而伤害复苏进程。同时，地

方债务激增和补贴导致的“僵尸企业”沉积等也

将为制造业复苏带来风险。

加强合作
夯实制造业复苏基础

对于各经济体而言，制造业是产业体系的

基础，有着强大的产业关联效应。在制造业复

苏的带动下，生产和消费将会更加活跃，有望加

速世界经济整体复苏进程。为巩固全球制造业

复苏态势，各经济体应加强合作，为制造业发展

提供更多支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加速全球供应链恢复方面，蒋为表示，各

经济体应从政策层面加强协调，避免因供应链

成本持续上升损害制造业增长潜力，各主要经

济体应当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通

过加深全球化支持制造业复苏。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收学院国际经济与政

策方向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朝凤表示，近年来受

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影响，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

期，各国贸易政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制造业全

球价值链发展和整合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国际

壁垒的阻碍，为制造业复苏和稳步发展带来一

定障碍。

不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

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等极大增强了制

造业的信心。这表明，在世界经济遭受疫情重

创的情况下，各国更应携手共同反对贸易保护

主义，进一步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推动经济全球

化，降低制造业成本，为全球供应链恢复提供

更多支持。

余典范建议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与供应

商签订弹性合同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另一

方面需要积极调整供应链策略，建立多元化供

应链网络，提高供应链弹性，通过供应链数字化

改造提高企业成本控制能力和效率。

从制造业PMI数据来看，目前全球制造业整体呈现出向好态势，不过仍有

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值得关注。比如，全球物流与运输还未完全恢复，原材料采

购等投入成本上升，供应链修复需要较长周期，这些因素都将制约制造业复

苏。为巩固全球制造业回暖态势，各经济体应加强合作，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更

多支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建筑工人戴着口罩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工地上忙碌。 乔恩·休珀摄（新华社发）

“碳达峰”“碳中和”“30·60碳目标”……最近一

段时间，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的一系列“涉碳概

念”成了热词。市场人士普遍关注，低碳经济时代将

孕育出哪些新的投资机遇？金融领域将如何服务国

民经济低碳发展？日前，安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气

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伙人、亚太区金融服务可持

续发展主管李菁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分享

了自己的看法。

李菁建议，传统的八大控排行业要设计好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具体来

说，首先要“摸清家底”。企业要做好排查核查工作，

对自身排放量、排放源及“产能先进度”做到心中有

数。其次要规划好减排路径。无法更新迭代的落后

产能只能逐步有序淘汰退出，存在转型升级空间的

产能要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技术手段予以改良。

再次，企业还可以采用前沿的清洁能源技术，包括碳

的“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等，抢占未来市场。

李菁认为，低碳经济时代的投资机遇集中在绿

色产业和传统行业绿色化这两个大板块中。绿色

产业的市场估值非常可观，未来 40 年，中国国内市

场体量每年都将达到万亿元级别。其中，从生产端

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表现会十分强劲；从消费端

来看，绿色建筑将成为新趋势。

同时，就普通人日常生活而言，衣食住行也需要

向绿色化转型。比如，纺织品行业。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会有更多时尚品牌使用可回收、可降解、不会对

环境造成不可逆破坏的材料。

此外，传统行业绿色化发展也大有可为。高碳

行业中也能发掘出许多具备转型效益的项目。比

如，水泥是传统高排放行业，生产过程中会大量散

热，可以将这些余热利用起来发电。

李菁告诉记者，绿色金融主要包括绿色信贷、绿

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及碳金融等

产品。“十三五”期间，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目前

已经成为全球引领者。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

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 12 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

一；绿色债券存量 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其中，绿

色信贷为污染治理、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交通、绿

色建筑、生态治理等提供了有力支持。绿色债券则

通过标准化的金融工具，吸引了全球资本参与中国

绿色金融项目。

李菁尤其看好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前景。她表示，随着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建

立，控排行业未来的配额交易形式将更加灵活，内容将更加丰富。为此，中国设

立广州期货交易所。一方面，期货交易能繁荣金融工具设计；另一方面，地处广

州的期货交易所能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推出更多新举措。

据了解，凭借绿色债券认证市场排名第一的占有率，安永已经连续 4 年被

《亚洲货币》杂志评为“最佳绿色金融认证机构”。“未来，安永将继续提供专业服

务，为中国的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发展提供支持。”李菁说。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是今后 5 年乃至更长时间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将进一

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松下电器中

国东北亚公司副总裁赵炳弟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划纲要展现

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向世界传递出

诸多积极信号，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

更多利好。

赵炳弟表示，中国将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写入“十四五”规划，并明确指

出，在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

付出极大的努力，这也让全世界看到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鉴于此，松下将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持续推动二氧化碳削减工作，提高

商品的节能性，积极导入可再生能源；

加快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无钴化的研发

和推广，加大对废旧电池的回收和再利

用力度；继续推广以氢能源燃料电池为

代表的分布式发电解决方案；在食品流

通、零售等领域，通过对设备进行节能

改造以及提供机器翻新服务等，加快实

现节能环保目标。

“松下将努力为中国早日实现碳达

峰和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赵炳弟说，

“这将成为我们的新优势以及新的工作

重点。我们对松下在中国的事业发展

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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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副总裁赵炳弟：

发挥优势持续推动二氧化碳削减工作
本报记者 朱 琳

2020年，中国不仅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

且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

的高速发展除了可通过 GDP 指数衡量

之外，还应从社会、人口及历史等角度

分析。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

首批重点发展区域为中国东部和东南

部沿海省份，这些省份成了改革开放

的试验田和窗口。随着经济实力增

长，自 2005 年起，东部经济发展浪潮开

始向中部推移，并逐步扩大到东北及

西部地区。

受疫情影响，湖北省在 2020年采取

了极为严格的管控措施，中部地区生产

总值出现下降。不过，西部地区依旧保

持增长。其中，2020 年上半年，新疆和

西藏固定资本投资增速分别为 28.6%及

18.5%，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这既得益

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得益于

“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大大加快。1980年，中国城镇居民占比

为 19.4% ，1998 年 前 提 升 到 30.4% ，到

2018 年底已经达到 59.6%。预测显示，

2030 年 前 ，中 国 城 市 化 水 平 将 达 到

66%。城镇化发展将带动劳动生产率提

高、服务及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额增加、

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上升。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城市群建

设，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这

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金融服务均

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科学研究

和实验设计工作总投资中的大部分都

集中在这些城市群建设上。

中国发展最重大的成果之一就是

脱贫攻坚。数据显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约7亿人实现脱贫，中等收入群体

人数增加了约4亿。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

之一就是通过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内需与居民收入水平有直接关系。例

如，2008 年至 2019 年期间，商品出口在

中国 GDP 总量中的占比从 31.6%下降

到 17.4%。2020 年，中国提出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内大

循环是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与

外部隔绝。

应该说，中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

色，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俄罗斯等

在内许多国家借鉴。

首先，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其

完善的战略筹划体系。中共中央着眼

未来、提前布局，将要达成的既定目标

与任务分阶段实施。由于各项事宜都

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相关，人民成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大的动力。

其次，地方领导选拔机制事关重

大。任何即将出任地方领导职务的

人，都必须以实际表现，证明自己作为

一名国家公务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

成果。

最后，中国实践表明，脱贫攻坚在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

时也是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为防

止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中国采用了自然

人累进纳税的方式。例如，月收入 5000

元以下不纳税，12000元到25000元之间

缴纳个人所得税20%。俄罗斯对高收入

的群体拟定的个人所得税率为 13%，而

中国为45%。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

济预测研究所的测算，若对富人和穷人

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俄GDP增长潜力

可达2%至3%。

（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
预测研究所欧亚宏观结构研究中心
主任）

中国发展经验值得俄罗斯借鉴
亚辛斯基·弗拉基米尔·阿道福维奇

全球制造业强势复苏存隐忧全球制造业强势复苏存隐忧
本报记者 禹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