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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塔、拉姆达、奥密克戎，繁

衍中变异的新冠毒株不断地制造

着阵阵惊悚与恐慌，封国、封城、封

境以及封航等不得已的极端防御

措施在世界各地频频上演，本已十

分不畅的全球产业链与物流链变

得更加拥堵；与此同时，美国加州

81摄氏度的罕见地表高温、德国与

比利时千年未遇的洪涝灾害以及

南亚地区的空前暴雨等极端气候

从不同角度夹击与撕裂着尚未康

复的主要经济体身躯；不仅如此，

勒索软件疯狂掐断了美国燃油管

道“大动脉”, 国际航运要塞苏伊

士运河发生“世纪大堵船”，欧洲与

南非国家的抗议与罢工风潮此起

彼伏，地缘政治风险反复袭扰着区

域经济的脆弱神经；而更令人忐忑

的是，举世范围芯片持续短缺、国

际航运价格屡创新高、全球性通货

膨胀升势如虹，企业生产成本与公

众消费成本扶摇直上……2021年

的世界经济脚步在顽强突破各种

羁绊与阻挠中逆风艰行，国际社会

与各国政府护航与促进经济增长

的政策力量在校准与对焦中加速

凝聚与释放。

一、经济增长的圈点与评点

对于世界经济年度走向与结

果的预判，最权威的四大机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

（W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

TAD）各自给出了自己的观点，IMF

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

2021 年全球经济将同比增长

5.9%，世界银行的结论是 5.6%，

OECD的分析结果为 5.7%，而 UNC-

TAD 认为世界经济年度增速仅可

达到 5.3%。

虽然具体数字略有差别，但可

以肯定的是，2021年世界经济平均

超出 5.6%的增速依然是 50年以来

的最好增长记录。另外，综合四大

权威机构的动态跟踪评判结果可

以看出，他们对过去一年全球经济

的预测曲线是前高后低（前后相差

0.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2020

年世界经济在新冠肺炎的重创之

下完全呈现出负增长格局，而基于

这种负基数的事实，进入 2021年

后研究者们在前期一致性地看高

一线，但后来由于受到多种变量因

素的影响，稍微调低经济增长率也

是属于正常情况。

从客观情况看，与 2020年相

比，全球经济的复苏力度有所加

大，除了少数国家依旧保持小幅负

增长外，进入 2021年第一季度全

球绝大多数国家都继续录得了较

为明显的正收益，特别在第二季度

中，随着疫苗接种范围的扩大以及

疫情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许多国

家的经济增长更是创出了历史上

最大幅度记录，当然这种情况主要

源于 2020年第二季度相应经济体

出现大幅跳水与负增长，而在进入

第三季度后，经济增长率出现边际

递减，同样也是因为 2020年第三

季度开始经济基本面的显著抬升

摘 要院2021年世界经济摆脱了新冠肺炎覆压之下负增长阴影并在充满各种阻碍与羁绊的崎岖道路上

逆风而行，许多国家在第二季度出现了经济同比增幅创纪录的罕见历史成绩，全年全球经济可收获超过 5%的

正增长。但是，劳动力市场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改善而出现明显改观，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高位，同

时普遍出现了岗位需求与劳动力供给错位的矛盾；不仅如此，受到产业链、物流链依然受阻不畅以及大宗商品

价格上涨的影响，通货膨胀出现全球蔓延的趋势，且物价上涨幅度呈现加速上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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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因此，承接前三个季度增长

的惯性，2021年第四季度世界经济

仍将继续保持正增长，就全年来

说，经济增长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常

态，但相对于 2020年而言，经济发

展曲线总体趋势则呈现出相对平

稳的格局。

从板块比较看，由于在资源调

动、财力投入以及疫苗普及和防护

技术等方面发达国家总体上要强

于发展中国家，前者全年的经济复

苏力度也要明显好于后者，除了中

国之外，2021年第一季度经济前十

强的经济体都来自发达经济体，而

在第二季度经济创出史上最大增

长幅度方面，发达经济体总体上也

要大于发展中经济体。按照 IMF的

预计，202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增

长 5.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将增长 6.4%，虽然后者增幅高于前

者，但一方面是中国、印度等少数

国家高增长的拉动，另一方面是因

为发达经济体增长基数较大所致。

根据 IMF的预测报告，2021年

美国经济将增长 6%，这样的增长成

绩单创出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

济最好的增长水平，同时美国也是

整个发达经济体表现较为突出的

国家。动态看，虽然 2021年第一季

度美国经济仅录得了 0.3%的增长

结果，但第二季度高达 12.6%的增

幅则有效提振了全年经济增长的

底气，不过，受到边际递减因素的

约束，三季度美国 GDP增长放慢至

4.7%，同时由于作为经济增长最主

要动能的消费从第三季度开始出

现明显回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年

底降至九个月的低点，第四季度美

国经济也就难有出乎意料之外的

惊艳表现，美联储因此给出了全年

GDP增速为 5.9%的判断，且经济增

长总量上美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大国的位置。

相比于美国，整个欧元区的经

济增长节奏似乎要慢了许多，不仅

2021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同比 1.3%

的负增长，而且经济环比也萎缩

0.3%，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作为欧

元区经济“火车头”的德国与法国

在该季度出现了经济负增长，而且

除了爱尔兰等少数国家外，欧元区

其他国家均呈现出经济萎缩，像西

班牙、葡萄牙等国萎缩幅度都在 4%

以上；另外，不同于全球许多经济

体 2021年经济增长高潮出现在第

二季度，欧元区季度经济增长最高

点发生在第三季度，当季经济增幅

达到了 9.3%，之后也开始边际回

落。按照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

告，欧元区 19个国家 2021年 GDP

增长幅度为 5%，这一预测与 IMF的

分析结果相一致，同时低于 OECD

预测结果的 0.2个百分点。

就其他发达经济国家看，英国

与日本均在 2021年第一季度出现

不同幅度的经济负增长，而且日本

经济全年季度最高增长记录延至

了第四季度，预估值为 4.1%，而英

国与全球许多国家相同步，第二季

度经济便产生了高达 22%的 GDP同

比增速，与此同时，韩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都在 2021年第二季

度出现了超出 5%以上同比经济增

长记录，因此，按照 IMF的预测，日

本经济 2021 年仅能增长 2.4%，

OECD的预测值更是低至 1.8%，比

英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年度经

济增速平均要低出一个百分点以

上。

扫描新兴市场的主要国家经

济增长阵容，虽然俄罗斯经济在开

年的第一季度出现了 0.7%的负增

长，但在第二季度便以 10.3%的同

比增幅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全年经

济增幅有望达到 4%左右；与此同

时，印度经济进入 2021年后同样

不温不火，第一季度经济仅同比增

长 1.6%，但同样是高达 20.1%的第

二季度惊人增幅将前三季度印度

经济增幅推到了 9%的高位，全年印

度 GDP增长 9%也成定局。另外，巴

西经济继第一季度小幅增长 1.2%

之后，2021年第二季度也收获到了

同比高达 12.4%的罕见增幅，为该

国 35年来的最好水平，受到影响，

巴西经济可取得同比增长超 5.1%

的年度成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如俄罗斯一样，南非在 2021年第

一季度出现了 2.6%的经济萎缩，但

第二季度同比实际 19.3%的经济增

幅也完全改写了该国的被动局

面，按照世界银行的描述，南非完

全可以在 2021 年彻底摆脱 2020

年 -6.4%的经济增长阴影并实现

4.6%的年度正增长。

无疑，在“金砖五国”中，中国

经济的表现最为亮眼，不仅全年

GDP季度增长的最高点提前到了第

一季度，当季同比增速高达 18.3%，

而且前三季度 GDP 也保持了 9.8%

的同比高速增长，尽管按季度观察

中国经济也出现了边际递减趋势，

但 IMF依然肯定，2021年中国经济

将增长 8%，同时世界银行预计中国

可实现年度 GDP增长 8.5%的惊喜

成绩；另外，尽管在经济增幅上略

逊于印度，但中国稳坐全球 GDP总

量第二的位置却是无人能撼，并且

114万亿元的 GDP规模不仅在增量

上继续领先美国，总额上也将首次

超过欧盟，同时 IMF预测，2021年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将

升至 18%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