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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伟东）当地时间 4月 6日，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

望》，预测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 6%，相较今年 1 月

的预测上调了 0.5 个百分点。IMF 预测 2021 年中

国经济增长 8.4%，相较 1 月的预测上调了 0.3 个百

分点。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上

调中国经济增速主要因为外部环境转好以及全球

防疫物资需求增加将提振中国的出口。

IMF指出，全球经济 2020年估计萎缩 3.3%，相

较 2020年 10月预测，萎缩程度减少 1.1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地区放松了封锁措施并适应了

新的工作方式。相较 2020年 10月的预测，当前对

2021 年和 2022 年全球增速的预测值分别高出 0.8

个和 0.2个百分点，主要是几个大型经济体推出财

政支持计划，以及 2021 年下半年新冠疫苗进一步

普及预计将推动经济复苏。

IMF 还表示，全球增速预计在中期放缓至

3.3%，这既反映了疫情对供给潜力造成的破坏，又

体现了疫情暴发前已经存在的一些因素，包括发

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导致

的劳动力增长减缓等。相比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

机，由于有关国家在疫情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应

对政策，经济衰退的长期创伤效应很可能较小。

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受到

的冲击更大，在中期内将承受更为严重的损失。

吉塔·戈皮纳特指出，尽管目前预计今明两年

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但全球各个国家和

地区复苏速度不一，这反映了疫苗接种速度、经济

政策支持力度以及结构性因素等方面存在的显著

差异。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 2021 年美国的 GDP

将超过疫情前水平，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 2022 年

才能回到疫情前水平。同样，在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中国的 GDP已于 2020年恢复到疫情前

水平，而许多其他国家预计需要等到 2023 年较晚

时才能回到疫情前水平。

IMF 预测，2021 年发达经济体 GDP 将增长

5.1%（相较 1 月的预测，上调 0.8 个百分点，以下

同），其中，美国经济将增长 6.4%（上调 1.3 个百分

点），日本经济将增长 3.3%（上调 0.2个百分点），英

国经济将增长 5.3%（上调 0.8个百分点），欧元区经

济将增长 4.4%（上调 0.2个百分点），欧元区中的德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经济将分别增长 3.6%、

5.8%、4.2%、6.4%（分别上调了 0.1个、0.3个、1.2个、

0.5个百分点）。

2021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GDP 将增

长 6.7%（上调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盟五国（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将增长

4.9%（下调 0.3 个百分点），印度经济将增长 12.5%

（上调 1 个百分点），俄罗斯经济将增长 3.8%（上调

0.8 个百分点），巴西经济将增长 3.7%（上调 0.1 个

百分点），南非经济将增长 3.1%（上调 0.3 个百分

点），中国经济将增长8.4%（上调0.3个百分点）。

IMF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发达经济体与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面对不同

的收入前景。复苏路径的分化很可能导致不同国

家间的生活水平差距比疫情前预想的要大。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2020年至 2022

年的累计人均收入损失相当于 2019 年人均 GDP

的 20%，而发达经济体的损失相对较小，为 11%。

这将导致减贫进展出现倒退，极度贫困人口 2020

年预计将增加 9500 万，而营养不良人口将增加

8000万。

IMF 强调，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

但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的经济走势取决

于疫情的演变路径、应对措施是否有效、融资环境

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经济调整能力，等等。这

些因素的发展变化及其与各国具体情况的相互作

用，将决定各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以及危机对经济

造成长期创伤的程度。这场危机在许多方面都是

独特的。在一些国家，由于政府提供了政策支持，

且人们缺少支出机会，导致储蓄大幅增加，一旦不

确定性消退，这些储蓄可能被迅速释放出来。与

此同时，由于许多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恶化，

加之延期偿还贷款的政策到期失效，因此尚不清

楚这些储蓄中将有多少会用于支出。总的来说，

短期内风险处于平衡状态，但之后偏于上行。

鉴于全球经济前景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IMF 建议，首先，各国需要根据所处疫情阶段、经

济复苏力度以及经济结构特征来调整应对政策。

一旦疫苗得到普及且医疗卫生体系的应急备用能

力总体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就可以放松限

制。当疫情尚在延续时，政策首先应侧重于摆脱

危机，优先安排医疗卫生支出，提供针对性强的财

政支持，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监控金融稳定

风险。

其次，随着经济不断复苏，政策制定者需要采

取措施减轻危机对经济造成的长期创伤，着眼于

提高生产能力，并促进生产资源的高效配置。这

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不确定

性。因此，当最终取消政策支持时，应避免采取断

崖式的突然调整。

再次，不能忽视长期挑战，这包括提高生产

率、改善政策框架、应对气候变化等。各国的复苏

速度不同，可能导致政策立场分化，特别是如果发

达经济体从疫苗普及中更早获益，就更是如此。

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应提供清晰的前瞻性指引和政

策沟通，这不仅对于本国货币政策立场的适当调

整至关重要，而且关系到新兴市场的外部融资环

境以及政策立场分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最后，为实现上述目标并确保各经济体民众

的生活水平差距缩小，必须大力开展国际合作。

在医疗卫生方面，这意味着要在全球范围内确保

疫苗生产充足并以可负担的价格予以广泛分配，

包括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充足资金，

让所有国家都能迅速、彻底地击退疫情。国际社

会还需共同努力，确保资金受到约束的经济体能

够获得充足的国际流动性，用于必要的医疗卫生

以及其他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以继续推动经济

发展，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总数逾 3000 万，超过全球

四分之一；死亡人数逾 55 万，

占全球近五分之一。美国传染

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哀叹，这是

“划时代”的悲剧。

谁能想到，具有世界上最

丰富医疗资源和医疗护理能力

的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

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确诊人

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不

过，回顾美国抗疫“神操作”，竟

又觉得一切都是情理之中。

首先，一些美国政客一再

把科学让位于政治、人命让位

于私利，不断贻误抗疫最佳时

机。对内，发布虚假信息，误导

民众，淡化风险，有的政客借机

“精准”抛售股票，“完美”避险；

有的甚至趁火打劫，企图谋取

更大政治利益。对外，“甩锅”

推责、“污名”攻击、任意“退

群”、挥舞制裁大棒。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的研究显示，如果美

国政府提前一周采取行动，能

够多挽救3.6万人的生命，提前

两周，美国 83%死于新冠病毒

的患者将幸免于难。

其次，悲剧反映出美国长

期存在的系统性分裂。一边是

强制口罩令与百天接种疫苗目

标，另一边则是各州各自为政，

强制重启经济，疫苗接种乱象

频发。疫情应对措施被政治极化和社会

分裂的雪球裹挟，二者相互放大，让美国

疫情接连失控。

第三，随着疫情不断加剧，“种族歧视

病毒”也在加速蔓延，令少数族裔愈发“无

法呼吸”。据统计，印第安人、拉美裔、黑

人等少数族裔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非拉

美裔白人的 2倍以上。长期以来，美国少

数族裔的境遇就是一把辛酸泪。有研究

表明，2010 年到 2018 年间，

非洲裔美国人没有医保的比

例是白人美国人的 1.5 倍。

拉美裔美国人没有医保的比

例比白人美国人高出 2.5 倍

以上。健康权本就脆弱的少

数族裔得不到有效保护，反

过来催化美国疫情不断刷出

新高。

此外，在新冠病毒和“种

族歧视病毒”的交织叠加下，

贫富分化的结构性矛盾凸

显 ，进 一 步 加 剧 了 社 会 不

公。美国“政客”网站报道指

出，在疫情造成的经济破坏

中 ，美 国 少 数 族 裔 首 当 其

冲。疫情带来的病痛死亡、

经济压力，戳破了美式人权

的虚伪面纱。

更可笑的是，美国一方

面无力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命

权和健康权，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 55 万人失去宝贵生命，

成为过去一年美国的第三大

死因；另一方面却公然发表

所谓的《国别人权报告》，对

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很

显然，人权只是美国一些人

用来谋求国家利益、推行自

身价值观的“幌子”，对自身

劣迹斑斑的人权状况，却从

来闭口不谈。如此的“美式

双标”，如何安心自居“人权

卫士”？

一个成天高喊“人人生

而平等”，却不懂得“人命关

天”的浅显道理，不接受生命权和健康权

是最基本人权的政府，不配得到民众信任

和支持，更遑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美疫情再次攀

升。在疫情形势愈发严峻之际，全力守护

生命才是正道。奉劝美国的一些政客尽

早扔掉虚伪的人权幌子，积极重视自身问

题，避免再次出现疫情高峰，也避免给美

国人民带来更多本可以避免的伤痛。

IMF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速至6%
预计中国经济增长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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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企业家大会暨第七届投资

研讨会4月6日在北京举行。围绕“携手推进面向未

来的中阿经贸合作”主题，来自中阿政府官员、工商

界人士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深入交流探讨，

共同传递出中阿推进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坚

定声音。

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

在政治、经贸、学术、教育以及人文交流等各领域都

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伴随中阿合作论坛企业家大

会等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和“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

实，中阿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表示，当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中阿患难与共，并肩战斗，打造了物资

互援、经验分享、疫苗研发等合作范例，谱写了共建

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经过携手抗疫的洗礼，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基础更加牢固，人民友谊更加深

厚，合作前景更加光明。”

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中阿关系逆势

前行，焕发出生机活力，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南南合

作的典范。“中国在经济结构和经贸政策上作出重

大调整，成功营造了对外资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环

境。”阿拉伯国家联盟助理秘书长卡迈勒·阿里指

出，“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对

阿拉伯国家有重要借鉴意义。双方卫生领域的合

作大有可为。”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将“一带一

路”建设与抗疫合作同步推进，中阿经贸往来稳步向

前，共建项目深耕细作，取得长足进展。数据显示，

2020年中阿贸易额近 2400亿美元，中国稳居阿拉伯

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

油占中国同期进口总量一半，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

第一大原油进口来源地。阿方与会嘉宾均表示，阿

中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契合，未来双方多领域合

作前景可期。

阿拉伯农工商会总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鲁梅希

认为，中国是阿拉伯国家重要投资目的地。中国制

造能力强大，中国产品在阿拉伯市场具有很强竞争

力。阿中在贸易、投资、能源、科技、卫生等领域合作

潜力巨大。

阿拉伯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哈姆迪·塔巴指出，阿

中必须团结协作，携手克服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

影响，增进阿中投资和贸易往来。阿中双方可加强

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全产业链、农业和粮食安全等

领域合作，从而推动双方贸易额进一步增长。

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是与会嘉宾们普遍关注的话

题之一。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北亚区总

裁李雷介绍，由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和中国石化共同

出资设立的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已成为中沙两

国在石油化工领域合作的成功典范之一。李雷表

示，“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期待能

够助力中国石化行业转型升级。

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副董事长、沙中商务理事

会主席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表示，中国与阿拉伯

各国的合作中，中沙两国良好稳固的双边关系堪称

点睛之笔。以沙特阿美中国石化延布炼厂为例，作

为目前中国在沙特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总投资额

达 86 亿美元。在 5G 和云技术等重点前沿领域，沙

特综合电信公司正在与华为合作新增部署 1000 个

站点，实施 5G 网络基础设施二期扩容。此外，沙特

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沙特电信公司不久前也与阿里云

在公共云服务领域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他强调：“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的战略对接，

必将获得更强有力的支撑。”

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企业家大会举办——

共建“一带一路”为中阿合作提供新平台
本报记者 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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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也门客商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选购茶壶，同时通过视频向沙特客户介绍价格和库存。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