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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 2020年整个年度，全球蔓

延的新冠肺炎不仅残酷撕裂着人类

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安宁，而且所到

之处野蛮地打断了企业生产链与市

场供应链，全球经济因此陷入几乎

窒息的境地。不仅如此，非洲与亚洲

数十个国家遭遇蝗灾的严重袭击与

疯狂吞噬，数十万公顷的耕地绝收

和减产，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

发出刺耳的警告之声；与此同时，地

缘政治不安因素连连发酵，已经签

署了正式脱欧协议的英国依然还在

与欧盟进行着剪不断理还乱地推拿

与纠缠；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不断

升级与加码，伊朗政府通过宣布退

出伊核协议还美以颜色，全球能源

与金融市场为之颤抖；至于美国总

统大选，双方剑拔弩张之后终于尘

埃落定，世界经济也因此承受了许

多的不安与扰动。值得庆幸的是，面

对肆虐的天灾与诡谲的人祸，各国

政府都在积极寻找抗御与治疗方

案，国际社会也慷慨伸出援助之手，

从而推动着全球经济逆风艰行。

经济增长：形态与面貌

在全球经济脚步正式踏入

2020年之前，从国际基金合作组织

（IMF）到世界银行（WB），再到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三大权威国

际机构均一致性预测新的一年世界

经济会出现正增长，其中 IMF预估

结论是 3.4%，WB 的判断结果是

2.7%，OECD的观测结果是 2.9%。然

而，新冠肺炎的不期而至彻底改写

人类所有的预期，从中国武汉为抗

击与阻断疫情做出封城决策开始，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全球数十个

国家先后大面积封城甚至封国，民

众生活链、企业生产链以及市场供

应链因此被无情掐断，世界经济出

现人类现代史上的罕见大收缩与大

衰退。

在第一季度做出了深幅下蹲的

基础上，进入第二季度后的世界经

济接连出现断崖式下挫，全球所有

的经济体齐刷刷地掉入最黑暗冰窟

之中。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

美国 GDP 按年利率计算收缩

32.9%，成为美国公布季度 GDP数据

60多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比较发

现，美国经济曾在 1958年出现过

10%的季度降幅，金融危机期间的经

济最大季度衰退也只有 8.4%。当

然，GDP剧烈萎缩背后就是作为美

国经济最主要动能的消费罕见收

敛，其中第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剧

降 34.6%，拖累当季 GDP超过 25个

百分点，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差表

现。

发达经济体中的欧洲经济增长

状况同样肃杀凄凉。按照欧盟习惯

性的环比统计指标，2020年第二季

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相较前一

季度环比分别下降 11.9%和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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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分别出现 14.4%和 15%的大幅

降速，从而成为欧盟开始有相关统

计数据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经济减

速。覆巢之下无完卵。作为欧盟的核

心成员国，德国与法国第二季度经

济分别出现 10%与 13.8%的环比负

增长，而与欧盟关系一直未能理顺

的英国 GDP同季更是环比剧烈萎缩

20.4%，成为该国自 1955年有记录

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同时英国也

沦落为七国集团中受新冠疫情影响

最大的国家。整体看来，所有纳入统

计的欧盟成员国中，西班牙成为了

2020年第二季度 GDP环比下降最

严重的国家，经济收缩幅度达到

18.5%，接下来是葡萄牙和立陶宛，

降幅分别为 14.1%、5.1%，降幅最小

的是立陶宛。

再看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日

本内阁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

2020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同比实

际下降 9.9%，环比年化缩减 27.8%，

为日本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降

幅；同期加拿大 GDP年收缩率为

38.7％，为该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季

度经济跌幅。另外，继第一季度出现

九年以来首次 GDP萎缩之后，澳大

利亚经济第二季度大幅萎缩 10%，

标志着该国经济 30年来首次陷入

技术性衰退；而即便是发达经济体

中经济衰退幅度最小的韩国，第二

季度也同样出现了 3.3%的环比负

增长与 2.9%的同比负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生产链、物

流链被疫情残酷打断的同时，由于

本国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薄弱，可

以调动的财政资源非常有限，加之

疫情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以及外

部贸易环境的恶化，新兴市场国家

经济的收缩幅度更为剧烈。其中第

二季度印度 GDP直线下挫 24%，为

该国有数据统计记录以来的最差季

度表现；巴西经济环比下跌 9.7%，

为过去 25年以来最大季度环比跌

幅；南非 GDP环比巨降 51%，成为该

国 1990年以来下滑最为严重的一

个季度。但值得庆幸地是，第二季度

俄罗斯经济仅同比下降 8.5%，好于

市场预期，而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

出现 6.8%这一有统计数据以来最

大季度降幅之后，第二季度则奇迹

般地由负转正，取得 3.2%的经济增

长成绩。

躺下去有多长，站起来就有多

高。三季度成为了发达经济体经济

开始爬坡的重要时间窗口。数据显

示，随着制造业新订单的强劲增长

以及消费的强势恢复，加之企业投

资与房地产市场的谨慎反弹，三季

度美国 GDP按年利率弹跳 33.1%，

同期德国经济环比暴涨 8.2%，法国

GDP猛增 18.2%，欧元区非核心国家

如西班牙、意大利分别增长 16.7%

和 16.1%，从而带动整个欧元区经

济在第三季度环比劲升 12.7%。同

期，英国国 GDP环比高跳 15.5%，创

下自 1955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

日本与经济增幅达到 5.0%，年化增

长率创四十年之最，加拿大 GDP增

长 2.8%，而环比最小增幅的澳大利

亚 GDP只有 0.9%。但是，除中国外，

新兴市场国家拐头向上的劲头要比

发达国家弱了不少。数据显示，2020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4.9%，但同期印度经济却萎缩 7.5%

并进入技术性萎缩期，而俄罗斯当

季 GDP依然没有扭转负增长格局，

巴西与南非经济同样还处在下滑状

态。

从全球整体来看，由于第一季

度与第二季度许多国家连续负增

长，特别是第二季度跌幅太深，即便

是接下来的三、四季度出现上修之

势，但依然不能改变全年经济大幅

下挫的结果。根据 IMF《世界经济展

望》中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

济萎缩 4.4%，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也预计世界经济在 2020年将

萎缩 4.3%。就单一经济体而言，

IMF 预测中国将是唯一一个 2020

年经济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增长幅度约为 1.9%，其他所有国

家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出都会大

大跑输 2019年的水平，其中美国

经济全年将萎缩 4.3%，欧元区萎

缩 8.3%（德国为 -6%、法国为 -9.

8%、意大利为 -10.6%），日本萎缩

5.3%，英国萎缩 9.8%，同期印度经

济萎缩 5.8%，巴西经济下降 5.1%，

俄罗斯与土耳其经济均会出现 5%

左右的萎缩。受此影响，发达经济体

与新兴市场经济体 2020年的经济

将分别出现同比 5.8%和 3.3%的负

增速。在 IMF看来，2019年全球 233

个国际和地区 GDP总量约为 86.6

万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在 2020年

所造成的实际折损可能超过 10万

亿美元，而且全球 17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人均收入都将出现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十分独特

的现象在 2020年出现。一个是受到

新冠病毒的侵蚀，位于澳大利亚内

陆的赫特河公国因无法支付积欠澳

洲政府的庞大税金，成为疫情之下

全球第一个自行宣布灭亡的国家。

数据显示，赫特河公国位于西澳洲

省的省会珀斯以北约 500公里处，

面积约 75平方公里，全国只仅有

26人，尽管澳洲从没承认是一个独

立国家，但公国仍发行自己的货币

与护照。另一个国家是南美的圭亚

那，IMF预测该国将成为 2020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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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扩张最快的国家，也是当年

整个美洲唯一实现增长的国家，依

据是亚那正在成为一个主要的石油

生产国，可开采的大型近海油田储

量达 80亿桶，虽然由于新冠肺炎导

致的油价阶段性暴跌会冲击到圭亚

那的经济增长，但 IMF仍预测该国

2020年经济增长可以超过 80%。

就业市场：生态与概貌

失业与经济衰退犹如孪生姊

妹。新冠肺炎无情地撕裂着世界经

济肌体，也带来了对劳动力市场的

灾难性打击。营业收入锐减与财务

压力巨增之下，全球几乎所有行业

的绝大多数企业都纷纷选择了裁

员，加之众多企业的破产倒闭，无

数失业者被残酷地抛向市场。拿受

到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航空与旅

游业来说，新冠肺炎爆发后全球已

经多达 60余家商业航空公司宣布

破产，因此蒸发 35万个工作岗位，

裁员总量超过 60多万，与此同时，

创造了全世界 1/4的新就业岗位

的旅游业产生了高达 1亿人的失

业数量。航空与旅游业如此，其他

行业的裁员更是家常便饭，其中奔

驰戴姆勒裁员超过 2万人，宝马集

团裁员多达 1万余，迪士尼裁员近

3万人，可口可乐裁员 5000余人，

另外包括汇丰集团在内的全球银

行业裁员接近 10万人，按照国际

劳工组织（ILO）编写的《全球就业

与社会展望》年度报告给出的初步

结论，2020年全球登记失业的人数

预计将增至 1.95亿。

与失业并存，就业市场因疫情

出现的结构性变化也分外鲜明。由

于许多人不得已选择居家办公，或

者失业后重新找到了临时性与非

固定性工作，根据 ILO的数据，与

2019年相比，2020年劳动者所减

少的工作时长相当于 3.2亿个全

职工作岗位的消失。而在劳动人群

中，那些无法选择在家工作的低技

能劳工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最

大，同时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损失

幅度也不一样，特别是在一些国

家，女性低收入工作者承受最为严

重的经济后果。按照 ILO的统计数

据，全球至少有约 20亿非正式就

业的劳动力在工作时长以及实际

收入层面受到严重打击，算上未充

分就业人口，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4.7亿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且 2020 年有近 9000 万人陷入极

端贫困。

在美国，月度失业率飙升至

14.7%这一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

录，其国内失业人数虽然随着经济

的重启出现逐步下降趋势，但整个

2020年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一直稳

定在 80-90万的区间，持续徘徊在

历史高位，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

改善状况趋于停滞；而更为槽糕的

是，美国国内永久失业情况日益加

重，高达四分之一的适龄人口没有

工作，与金融危机期间失业最严重

时的水平相当。按照穆迪的估计，

新冠疫情至少让美国损失了 2330

万个工作岗位，而美联储预计 2020

年全年全美失业率将达到 7.5%。

作为缓冲疫情对劳动力市场

冲击的重要政策，特朗普政府推出

了失业援助计划，即失业者可以向

政府申请领取每周 600 美元的失

业补助，同时，美国政府对因失业

造成收入减少的个人与家庭也进

行财政直接补贴，包括年度收入低

于 7.5万美元的个人每月可得到

每人 1200美元的直接补贴，收入

低于 15万美元的已婚夫妇能得到

2400美元补贴，每个孩子还会得到

500美元的补贴。另外，白宫小企业

管理局单独为小企业提供了至多

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确保小

企业能够维持就业吸纳能力与工

资支出。不过，穆迪看来，科技泡沫

破灭危机之后美国花费了近 4 年

时间才让就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

平，而金融危机之后则花费了超过

6年才使就业回归到危机前状态。

因此，疫情之后就业状况恢复到疫

情防控前水平至少要等到 2024

年。

与美国相比，欧洲地区的劳动

力就业状况所受到的疫情冲击同

样剧烈。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统

计数据，欧元区的月度失业率最高

达到了 8.10%，全年失业率有可能

升至 9.4%，之所以如此，除了德国、

法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失业率

都超过了 9.0%之外，西班牙与希腊

的 年 失 业 率 攀 升 至 17.1% 和

19.9%。更为严峻地是，在欧元区失

业人口中，青年失业占比较高，其

中西班牙登记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43.9%，高出了欧盟平均水平

(17.6%)的近三倍。不仅如此，由于

英国与布鲁塞尔始终未能就脱欧

达成圆满协议，就业岗位的损失将

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无协议脱欧的

情景下，对英国出口的欧盟企业将

发生超过 70 万个就业岗位的损

失，其中德国与法国企业及其供应

商将分别损失超过 17.6万个与 8

万个就业岗位，波兰与意大利将分

别承受 7.8万个与 7.2 万个工作

岗位的损失。

为有效缓解疫情对就业市场

的杀伤与损害，欧盟委员会设立了

短时就业保障机制，该临时机制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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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欧委会以整个欧盟的名义，从国

际资本市场中融资 1000 亿欧元，

并以贷款的方式发放给提出申请

的成员国，用于支持成员国在保障

个人就业方面的公共支出，有效期

至 2022年 12月 31日，且每次可

延长 6个月的时间；另外，欧盟还

委托银行发行了首批社会债券，用

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帮助促进就

业，由于是 AAA评级，该社会债券

取得了超过 2330亿欧元的认购，

创出了欧元区的纪录。除了欧盟强

力托举域内就业外，德国政府还为

中小企业供最高 500亿欧元的资

助，支持德国家庭和个体经营创设

就业岗位。英国政府推出了强制

“休假计划”，即政府为“居家工作”

的职员发放 80%的工资，同时启动

了“冬季经济计划”，凡是完成“居

家工作”三分之一工作量的职员可

获得包括雇主、政府共同支付的高

达 77%的工资。

疫情之下其他非美发达国家

的就业市场表现同样也不好看。历

史上就业率非常之高的日本 2020

年度失业率上升到了 3%，同期澳洲

的失业率也持续维持在 8%的历史

高位，加拿大的失业率更是突破了

9%。为此，日本政府为中小企业提

供了最多五年的无利息贷款，支持

其稳定与扩大就业；加拿大政府也

推出大幅增加薪资补贴计划，联邦

政府为所有中小企业提供比例为

75%的薪资补贴，再加上各省提供

的补贴以及其他诸如缓交房租、推

迟纳税等举措，以促进企业就业动

能的释放。而澳大利亚政府更是别

出心裁，提出 25亿澳元额外托儿

补贴的方式鼓励澳人重返工作岗

位，同时还耗资 10亿澳元打造新

的 JobTrainer计划，帮助人们能

够找到工作。

新兴市场方面，各国就业状况

根据遭遇疫情袭击程度有所不同。

其中印度有 1.2亿人失去工作，失

业率一度达到 27%左右；俄罗斯失

业人数增加到 600万人，失业率升

至 7.5%；巴西国内失业总人数达到

1380万人，失业率突破 13.1%；南

非 2020 年三季度失业率猛增到

30.8%，创出史上新高，全年失业率

突破历史最高水位。另外，沙特国

内失业率达 15.4%，创出年度历史

最高纪录，阿根廷的失业率飙升到

13.1%，失业人数达 360多万之众；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 2020年失业人口也达

到了 2500万人。中国的月度失业

率一度达到 6.0%，但随着援企稳

岗、扩大灵活就业等多种举措地落

地以及经济复苏力度的不断加强，

失业率沉降到了疫情防控前 5%左

右的水平。不过，按照 2020年度全

球经济“悲惨指数”，以失业率为计

算标准，全球最“悲惨”经济体为委

内瑞拉、阿根廷、土耳其、南非与哥

伦比亚，榜单上展示出的几乎是清

一色的新兴市场国家。

通货膨胀：体态与风貌

通货膨胀往往从三个维度反

映一国经济的增长现实，物价指数

（CPI）上涨过快或者恶性通胀代表

经济出现过热，同时也是资产泡沫

破灭的前兆。物价连续大幅下降或

者通货紧缩说明经济景气度低迷，

并可能出现投资与消费的萎缩，进

而出现经济的衰退。而在温和型通

胀环境下，企业的产品价格得以在

成本价格线以上运行，生产资料价

格（PPI）在成品与半成品适度涨价

因素的作用下向上提升，商业投资

被有效激活，民众消费也在通胀预

期因素中被不断刺激出来，宏微观

经济运行得以实现良性循环。正是

如此，温和型通货膨胀是所有国家

追求的共同调控目标。

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自本世

纪初以来就一直锚定实现 2%的通

胀目标，而且金融危机后物价也出

现缓步抬升的迹象，但好景不长，

新冠疫情的突袭让稍稍转暖的通

胀情势再度变冷，并重新拐头向

下。按照 IMF的判断，全球通胀因

疫情倾轧在 2020 年总体持续疲

弱，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通胀水

平由 2019 年末的 1.7%下降至

2020年年底的 0.5%，下降幅度达

到 1.2个百分点，当然，在整个发

达经济阵营中，物价疲软与脆弱程

度以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更为典

型。

美国往往以 10 年和 30 年期

损益平衡值作为衡量通胀的预期

指标，损益平衡值走高代表 CPI会

上升，反之则是下降。数据显示，

疫情防控期间美国损益平衡值一

度创下 1.2%的纪录低点，对应的

CPI环比下降 0.7%，创下 12年以

来的最大降幅，同比增长放缓至

0.3%，为过去 5年以来的最小增

幅。随后自 8月开始美国核心 CPI

（除去食品与石油能源价格）和核

心 PCE（个人消费支出）逐月走高，

至年底 10年期损益平衡通胀率触

及 1.83%，与此同时衡量五年平均

通胀水平预期的掉期利率升至

2.25%，尽管如此，美国的 CPI依然

没有达到 2%的目标水平。

如果说美国的通货膨胀正在

艰难地向着设定目标迈进的话，

那么欧元区的物价前行步伐则是

锐 观 察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步履维艰。虽然域内经济得到了

一定的回升，但欧元区的 CPI却并

没有同步发生令人乐观的表现，

而是伴随着疫情的蔓延不断走低，

直至从 7月开始发生连续五个月

的负增长。按照欧盟统计局的预

计，2020 年欧元区通胀率只有

0.3%，核心通货膨胀率不到 2％，

而在所有的欧元区国家中，希腊

通货膨胀的负值程度最大，为 -0.

6%，由此可以说欧元区不仅不可

能实现 2%的通胀目标，反而已经

陷入通货紧缩。

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 CPI 走

势看，英国的物价涨幅在疫情最

严重的月份一度负增长 0.4%，创

下过去 5年来的最低，按照年度

算，英国的 CPI 升幅不会高于

0.2%。同样，一直试图摆脱通货紧

缩魔影的日本，因疫情的重压物价

情势更趋严峻，月度 CPI曾经发生

0.2%的负增长，为该国过去 5年

来首次跌入物价负值区域。而据

日本央行预测，2020 年国内物价

指数仅能上涨 0.8%，为此日本央

行下调了截至 2021 年 3 月的

2020财年通胀预期。另外，虽然澳

大利亚的物价上涨幅度在二季度

以后开始转正，但全年 CPI 涨幅

只能维持在 1.5%以下，加拿大以

及韩国的物价升幅都也不可能触

碰到 2%的边缘。

与发达国家物价水平整体表

现出万马齐喑的生态有所不同，

新兴市场的 CPI 则呈现出冰火两

天的格局。其中南非通胀率创下

过去 16 年来的月度最低升涨记

录，2020 全年 CPI 涨幅不超过

3.4%，同期印度尼西亚的通胀率

跌至 20年来的最低水位，而中国

的物价同样在 2020年创下了过去

11年来的新低月度涨幅，全年 CPI

不会超过 3.0%。与此相反，印度

2020 年的通胀率将突破 7.0%，高

出该国央行设立的通胀容忍上限

一个百分点，同期巴西的通胀率

升至 10.74％，大大高出该国

8.5％的年度 CPI 控制目标，这也

是巴西连续第二年未能实现控制

通胀目标。另外，俄罗斯 2002年的

通胀率将突破 4.0%，巴基斯坦的

通胀率将飙升至 10.74％，土耳其

的 CPI将突破 12%，阿根廷的通货

膨胀更会蹿升到 37%。

综合及平均以上升降情况，

IMF 预测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通

胀会从 2019 年的 5.4%下降至

2020年的 4.2%，降幅为 1.2个百

分点。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因受美

国制裁影响，伊朗里亚尔汇率不断

走低，里亚尔在过去 30年中贬值

幅度超过 3500倍，国内通胀异常

剧烈，为此伊朗政府开始对里亚

尔的“面值”进行改革，将官方货

币由里亚尔变更为土曼（1土曼相

当于 10000里亚尔），而且伊朗议

会投票通过《伊朗货币和银行法》

修正案，要求监管机构重新估算

新币之下的国内通货膨胀情况。

如果说伊朗政府基于通胀压

力而不得不在本币上做文章只是

一国货币管理行为的话，那么美

联储对通胀目标管理态度所发生

的鲜明改变则必然影响全球央行

通胀政策的风向标。在 2020全球

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发表的《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

略》主题演讲中正式引入了“平均

通胀目标”的提法，代表着美联储

对先前“对称式通胀目标”概念一

次力度空前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

美联储也不再将央行视为是遏制

通胀的力量。

按照传统理论，控制货币供应

量并在此基础上防止和遏制通胀

是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为此，八

年前美联储宣布了 2%的“对称式

通胀目标”，其中要害就是将通胀

控制在 2%以内，也就是只要 CPI

超过了 2.0%，美联储就会进行货

币紧缩。然而，由于美国的物价水

平始终乏善可陈，导致菲利普斯曲

线的斜率平坦化，美联储根本无法

按照物价走势来做出货币政策的

决定，为此，“平均通胀目标”下美

联储开始引入失业指标来引导货

币政策，同时，虽然“平均通胀目

标”对标的也是 2%的物价上涨目

标，但却允许“一段时间内”物价

上涨幅度可以超出 2%，代表“平均

通胀目标”之下美联储关注的不

是短期物价走势，而是长期目标

状况，也表明美联储对通货膨胀

在态度上显示出更宽的实际容忍

度，也就是说，只要通胀率不同时

攀升，当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

率下降时，美联储也不会收紧货

币政策。

美联储对通胀管理的新姿态

已经开始影响其他国家的中央银

行，其中欧洲央行开启了对货币

政策的全面审查，包括通胀目标。

虽然欧洲央行不会抄袭美联储的

平均通胀目标制，但与美联储一

样可以暂时容忍通胀超过目标，

也就是将 2%视为中期管理目标

而不是上限或可实现的目标；同

样，日本央行也表示，通胀已经不

再独占其注意力，与此同时前中

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明确表示，

应当拓展对通货膨胀的观测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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