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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的当下，地处中

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凭借有力的防疫举措和得

当的经济刺激政策，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势头。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工业生产的稳步复苏也为乌对外贸易稳定运行

提供了有力支撑。

根据乌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2021 年一季

度，乌外贸总额为 71.0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6%。

其中，出口23.98亿美元，下降26.5%；进口47.07亿美

元，下降 1.3%。单从数据看，乌一季度的外贸表现

似乎并不佳。但加以分析后便可发现，乌外贸实际

表现要远好于数据，且有持续向好的趋势。

一季度未出口黄金是造成乌外贸数据较去年同

期下滑的主要原因。去年，黄金是乌最主要的出口

商品，全年出口额为 58.04 亿美元，占比达 38.4%。

因国际金价波动，乌自去年 9 月份起暂停黄金出

口。因此，若不计黄金出口，乌一季度出口表现良

好，实际增长6.2%。

同时，工业产品成为乌第一大出口商品，占乌出

口比重升至 38%。其中，纺织品表现尤为亮眼。一

季 度 ，纺 织 品 出 口 额 达 6.3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7.8%，占乌出口比重高达 26.6%。这与乌近年大力

推动纺织业发展并鼓励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和

出口政策以及乌积极开拓销售市场的相关努力密不

可分。

乌在拓展欧盟市场方面也继续收获利好消息。

去年 5月份，乌按照欧盟要求在加入人权保护、劳动

标准、环保等 27 个国际公约后，正式向其提出超普

惠制待遇申请。欧盟委员会在审核关于乌执行国际

公约情况报告后，于去年 11 月底提前通过决议，同

意乌方申请。随后，该决议又获得欧洲理事会和欧

洲议会审议通过。欧盟为乌提供的超普惠制待遇已

于今年 4月 10日正式生效。自此，乌可单方面享受对欧盟出口的关税优惠政

策，对欧盟免税出口商品数量较之前增加一倍，增至6200种。

得益于此，乌对欧盟出口的纺织品关税由此前的 17%降至 0，产品竞争力

也进一步提升。有评估认为，今年乌对欧盟的纺织品出口额将增至 1.5 亿美

元，到2025年有望达到12亿美元。

与此同时，乌与主要贸易伙伴国间的贸易继续保持稳定和畅通。数据显

示，中国继续保持乌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一季度，中乌双边贸易额为 14.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其中，乌对华出口 4.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9%。目

前，中乌双方正在加快商签《中乌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携手促进两国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朝着推动双边贸易额尽早突破100亿美元的目标共同努力。

乌于去年 12月份正式成为欧亚经济联盟观察员国，开启了与欧亚经济联

盟合作的新阶段。一季度，乌与欧亚经济联盟间贸易额为 23.92亿美元，占乌

外贸比重为 33.7%。其中，乌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联盟成

员国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 12.78 亿美元、8.67 亿美元和 1.88 亿美元，分别同比

增长0.7%、27.8%和0.4%。

4 月底，乌总理阿里波夫率团访俄并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例

会。在本次会议期间，阿里波夫与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主席米亚斯尼科维

奇共同签署了《欧亚经济委员会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间合作备忘录》以及旨在

推动落实该备忘录的联合行动计划。双方将继续加强贸易政策、海关和技术

监管、消费者保护、劳工权利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可以预见的是，乌与

欧亚经济联盟间的紧密互动将有助于乌外贸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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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今年一季度，乌兹别克斯坦外

贸额同比下降11.6%，表现似乎不佳。其实不

然。实际上，未出口黄金是造成其外贸数据下

滑的主要原因。因国际金价波动，乌自去年

9月份起暂停黄金出口。若剔除该项数据，乌

一季度出口实际增长6.2%，表现良好。

日前，国际金融协会发布了最新的

全球债务监测报告。好消息是全球债

务规模在 2021 年一季度出现 10 个季度

以来的首次下降；坏消息是全球债务规

模体量巨大、偿债能力不均衡等问题依

然存在。

着眼于后疫情时代，如何看待并更

好应对全球债务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

焦点。

债务监测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全

球债务规模下降 1.7万亿美元，至 289万

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总额

下降 2.3 万亿美元，至 202.5 万亿美元。

新兴市场的债务规模虽然增加了 0.6 万

亿美元，达到86.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但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前3个季度。

虽然近期全球债务水平已经出现

企稳迹象，但较疫情前保持快速增长的

基本态势没有明显改观。数据显示，相

较于 2020 年一季度，全球债务总体增

长了 29 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和

新兴经济体分别增长了 17.4 万亿美元

和 11.6万亿美元。

从影响债务变量的部门因素来看，

在发达经济体中，金融部门债务下降规

模占一季度债务下降总规模的一半，家

庭和非金融部门债务也略有降低；政府

部门债务持续增长，但增幅为 2018年第

四季度以来最低。在新兴经济体中，受

政府财政空间影响，政府债务水平基本

稳定，非金融公司部门和金融公司部门

债务增长成为推升总体债务水平的主要

因素。

目前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债务

风险尤其需要高度关注。

统计显示，从 2010 年以来，主要新

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不断上

升。至 2019 年，其公共部门负债率已

经超过 50%。而疫情的发生则进一步

将这一数据推升至 60%左右。考虑到

疫苗接种水平仍然偏低，多数新兴市场

国家经济复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防疫

相关开支可能持续迫使这些国家和地

区的政府持续加大借债规模。总体来

看，未来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偿债压力

仍将持续攀升。

同时，高企的负债率还有可能阻碍

经济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基

于此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私人部门

债务积累速度超出经济增速可以被视为

金融系统脆弱性上升的信号。如果私人

部门的债务具有不可持续性，其破产风

险往往需要政府部门的救助和干预。换

句话说，私人部门的债务风险大概率会

给本已沉重的政府债务带来额外风险。

在当前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公共财

政进一步紧张的背景下，私人部门债务

的持续攀升将降低各国政府推进经济健

康复苏的能力和空间。

芝加哥联储日前发布的研究显示，

不断增长的债务不仅会增加偿债成本，

而且有可能导致各国面临更加严重的金

融风险和产出下滑风险。这一点在发展

中国家和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中表现

得会更为明显。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研

究，如果财政空间充足，各国应通过发展

降低债务与 GDP 的比率。在新的市场

环境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对于高

风险的国家而言，要高度警惕当前低成

本借贷环境，为潜在借贷成本提升做好

准备。所有国家都必须以“更高风险的

可能性”为锚，制定更具精准性、可持续

性的财政计划，以此减轻市场对于风险

重新定价的担忧。

此外，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国际社

会将绿色发展置于更高政策排序的背景

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约束可能导

致多数国家政府的开支水平和公共债务

规模持续上升。因此，在绝对债务规模

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的前提下，精准安排

政府财政支出将是未来影响增长预期和

负债率的关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绿色

能源支出对于经济的总体带动能力是常

规能源支出的2至7倍。因此，在负担日

益加重的公共财政中提升绿色发展投资

水平，动员更多财政资金支持应对气候

变化项目，不仅能够更好支撑后疫情时

代的经济复苏，同时也有助于各大经济

体控制负债率总体规模。

应对全球债务问题要以风险为锚应对全球债务问题要以风险为锚
蒋华栋

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出现了10个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但较疫情前水平依

旧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全球债务规模体量巨大、偿债能力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其

中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债务风险尤其值得关注。研究表明，不断增长的债务不仅会增加

偿债成本，而且有可能导致各国面临更加严重的金融风险和产出下滑风险。面向未

来，所有国家都必须以“更高风险的可能性”为锚，制定更加精准、更具可持续性的财政

计划，并提升绿色发展投资水平。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着至

关重要的位置。全球有大量商品产自

中国、消费在中国，我们尤其关注中国

市场。”近日，易葳录首席运营官兼亚

洲区主管克里斯·泰勒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易葳录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科

技公司。该公司一直致力于使用区块

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创新科技，帮

助企业实现资产管理的标准化、可视

化。目前，易葳录的业务布局主要集

中在钻石、宝石、酒、奢侈品、电池回收

利用等领域。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领域，是因

为这些领域对供应链透明度的要求特

别高。比如说，产品从矿井到提炼厂，

从生产车间到零售的过程，都需要区

块链技术的支持。”克里斯·泰勒说。

2020 年 8 月份，易葳录与京东以

及美国宝石学院(GIA)合作，通过区块

链跨链技术，将 GIA 钻石检测信息同

步到京东智臻链防伪追溯平台，并通

过京东商城 APP、移动端和 PC 端，为

客户提供独立验证的钻石证书信息。

此外，电池回收利用等可持续发

展行业也是易葳录在中国市场重点布

局的领域。克里斯·泰勒表示，中国非

常重视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对循环

经济的认知程度也较高。在这方面，

易葳录可以挖掘出很大的市场机遇。

易 葳 录 发 力 供 应 链 透 明 度
本报记者 袁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