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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华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叠加贸易保

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导致全球供应

链正遭遇严峻挑战。供应链危机本

质上是近年来全球贸易和产业领域

问题在疫情特殊情境下的集中爆

发。多国专家认为，确保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是经济畅通运行的重要基

础，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中国

在稳链保供方面的做法和倡议对世

界经济稳步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

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是国际贸

易投资长期发展的结果。链条各个

节点分工越明确、越细化，单个节点

的生产与供给就越专业、越集中。

一个“断点”出现可能导致整个链条

低效甚至瘫痪。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分工和贸易合作不仅影响全球

经济，也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息息

相关。

宏观来看，供应链问题正在影

响全球经济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10月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速

预期下调至 5.9%。IMF总裁格奥尔

基耶娃表示，新冠病毒变异带来的

变化对供应链乃至经济造成影响，

阻碍了复苏进程。

中观层面，制造业遭遇供应链瓶

颈。东南亚许多工厂停工，对日韩等

国产业造成压力。这些深度嵌入全

球产业链的电子、半导体产业在陷入

困境的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地区相关

产业。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公司

表示，半导体芯片供应短缺导致美国

和德国汽车产量大幅下降。

微观视角，供应链问题还导致

一些国家出现零售货品供应短缺、

价格飞涨，民众日常生活受到显著

影响。在美国，一些港口集装箱堆

积、货船滞留，一些地方超市货架空

空，日常生活用品和圣诞树等节日

用品短缺，瓶装水和卫生纸等必需

品被限购。

多重因素导致“断链”风险

表象上，疫情造成部分地区工

厂无法开工、全球产能不足、运输能

力受挫以及供应链下游库存位于低

位，导致供应短缺。实质上，“断链”

风险是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致使国际

经贸合作受阻、对产业链造成干扰

的后果，此外还受主要工业化国家

劳动力短缺制约，疫情让问题更加

凸显。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金旭表

示，供应链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两个

方面，对生产端的原材料等供应短

缺影响工业产出，对消费端的产品

供应短缺影响社会生活。作为生产

和消费大国，美国此次“断链”问题

尤为显著，并且影响外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商学院教授邓子梁

认为，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审视

“去工业化”政策，致力于制造业回

流，采用保护主义贸易手段为提振

制造业出口创造有利环境，但疫情

对其形成冲击，并进而影响全球产

业协作。

美国《福布斯》杂志指出，本轮

供应链问题始于特朗普发起的贸易

战。2020 年底，美国供应链裂痕已

经出现。最新一季美国公司财报中

的一个焦点就是“供应链紧张”。

中国是稳链保供的“中流砥柱”

中国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外贸

发展，是 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货物

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保障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 年 前 三 季 度 ，中 国 出 口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 20%，疫

情使全球对中国供应的依赖不降反

增。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首席

经济学家毛旭新表示：“出口增长亮

眼是缘于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

力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

强大韧性。”

为进一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畅通，近来中国政府多个部门提

出多项措施，其中包括开展关键产

业链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培育产业

链“链主”企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

同时，中方提出的国际倡议也

获得积极反响。在日前闭幕的二十

国集团罗马峰会上，中方倡议举办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

坛，邀请各方共同参与。韩国京畿

大学教授刘子阳认为，这一倡议非

常及时且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兼顾

自身与全球发展，坚定支持多边主

义与自由贸易，让更多经济体融入

全球产业链，将对解决当前问题起

到积极作用。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任杰弗里·萨

克斯表示，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对全

球有利，中国是国际航运和很多大宗

商品供应的中心，可在稳定全球供应

链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沙特阿拉伯中国问题专家阿卜

杜勒·阿齐兹·沙巴尼说，中国拥有

完整产业链，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

中国正着力推进数字经济等高技术

产业，将促进中国经济更具活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会给世界经济

带来更多发展新动力。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

■ 刘春燕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初步统

计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日本实

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

下滑 3.0%，这是该国经济继一季度

显著萎缩后再度下滑。多名经济学

家表示，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年内恢

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的目标或

难以达成。

数据显示，三季度，占日本经济

比重 1/2 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下降

1.1%，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 3.8%；

出口环比下降 2.1%，进口环比下降

2.7%。当季，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为 0.1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为负 0.9个百分点。

需求不足依然是日本经济复

苏动力偏弱的主要原因。日本第

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调查部首

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民间库

存增加对三季度经济增长起到明

显推动作用，若去除这一因素，从

实际最终需求来看，三季度实际

GDP降幅或达 4.2%。

受疫情影响，三季度日本多地

实施了长达 80 天的紧急状态，餐饮

店营业时间缩短，人们外出消费受

到抑制。同时，东南亚地区变异新

冠病毒扩散令供应链受阻，半导体

和零部件短缺打击日本制造业生

产。出口方面，当季日本汽车出口

明显下滑，中间产品和 IT 相关产品

出口也呈现低迷态势。

日本经济 2020年因疫情冲击经

历大幅衰退之后，今年总体上处于

缓慢复苏中，但复苏动力偏弱，经济

指标忽进忽退。从需求端来看，出

口与设备投资整体上缓慢复苏，但

个人消费持续疲软，增长乏力；从供

给端来看，上半年工矿业生产持续

回暖，下半年受供给侧因素制约下

行风险加大。

根据日本内阁府修正数据，今

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 GDP 按年率

计算下降 3.9%；二季度实际 GDP按

年率计算增长 1.9%。

日本央行 10 月发布报告指出，

日本经济复苏面临严峻形势，服务

业低迷，出口及工业生产受海外供

给制约出现减速。央行据此将 2021

财年日本实际 GDP 增长预期由此

前的 3.8%下调至 3.4%。

国际机构对日本经济复苏的预

期普遍比日本国内看法悲观。世界

银行 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日本今年经济增长率为 2.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月发布《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日本经济

将增长 2.4%。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疫

情期间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均着

眼于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

展，日本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却侧重

于提供家庭补贴。如果不通过提高

生产力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日本

经济可能同时出现低增长和财政

恶化局面。

日本经济今年或难达增长预期

美国 10 月 CPI同比涨幅
创 3131 年年来新高

本报讯 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

指数（CPI）环比上涨 0.9%，高于市

场预期；同比涨幅达 6.2%，是 1990
年 11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数据显示，食品和能源价格上

涨是推动当月CPI上涨的主因。剔

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10 月核心 CPI环比上涨 0.6%，同比

上涨 4.6%，同比涨幅是 1991 年 8 月

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供应链瓶颈和劳

动力短缺继续推高企业生产成本。

同时，经济重启后需求激增，企业持

续提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导致美国

CPI水平日益攀升。 许缘 高攀

加拿大 10 月通胀率
升至 44..77%%

本报讯 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 10月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4.7%，创2003年2月

以来新高。

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升当月通胀

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10月加拿大

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5.5%，其中汽

油价格同比上涨 41.7%。剔除能源

价格后，当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

涨 3.3%。

自今年4月开始，加拿大消费价

格指数已连续 7个月高于加央行设

定的 1%至 3%的目标。分析人士认

为，考虑到当前供应链瓶颈依然存

在、能源供应依然紧张等因素，加拿

大通胀压力短期或将持续。 李保东

南非经济预计今年
将增长 55..11%%

本报讯 南非财政部长埃诺赫·

戈东瓜纳近日说，2020年南非经济

萎缩 6.4%，今年上半年复苏状况好

于预期，预计今年经济将增长5.1%。

戈东瓜纳说，上半年复苏表现

超预期受益于新冠肺炎疫情限制措

施放宽、低利率、强劲国际需求和大

宗商品价格升高等因素，而新冠疫

苗接种率提升有助于减少未来疫情

对经济活动的干扰。不过，由于电

力供应不足等结构性弱点，预计

未 来 3 年 年 均 经 济 增 速 将 回 落

至 1.7%。 吕天然

澳大利亚 10 月失业率
升至 55..22%%

本报讯 澳大利亚统计局近日

发布数据显示，10月澳失业率从上

月的 4.6%升至 5.2%，是今年 5 月以

来的最高水平。10月份，澳就业人

数环比减少约 4.6万；失业人数增加

约 8.2 万；就业参与率上升 0.1 个百

分点，达到 64.7%。

今年6月以来，澳大利亚遭遇由

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发的新一轮

疫情。澳统计局劳动力统计主管比

约恩·贾维斯说，在这一期数据涵盖

的时间段，澳人口和经济大州新南

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以及澳首都

地区处于“封城”状态后期，对就业

市场影响很大。不过，就业参与率

的上升，表明随着该国放松防疫限

制，更多人能够工作并开始找工作，

就业市场逐步复苏。 岳东兴 白旭

德国 9 月商品出口额
环比减少 00..77%%

本报讯 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工作日和季节

调整后，9 月德国商品出口额环比

减少 0.7%，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减

少；商品进口额环比上升 0.1%。

数据还显示，当月中国是德国

最大进口来源国，德国从中国的进

口 额 为 123 亿 欧 元 ，同 比 上 升

24.2% ；德 国 对 中 国 的 出 口 额 为

85 亿欧元。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

负责人表示，供应链紧张的后果正

变得越发明显，预计德国外贸将在

今年年底降温。 朱晟 张雨花

环球聚焦 国际数递一周要闻

法国计划重启
境内核反应堆建设

本报讯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

法国能源供给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等问题发表电视讲话说，为了确保能

源独立性并履行减排承诺，法国几十

年来将首次在境内重新开始核反应

堆建设，同时继续开发可再生能源。

在法国能源结构中，核电占据

较大比重，全国发电量中大约七成

由核电提供。近期，供应紧张、需求

攀升、库存不足等因素叠加，导致包

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能源价

格不断上涨。 徐永春 陈晨

乌克兰愿降低天然气过境费
以缓解欧洲能源危机

本报讯 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官网消息，乌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讨论

了欧洲能源安全问题。为应对欧洲

能源危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

降低天然气过境费，并提供地下存

储设施用于储存战略油气。同时，

泽连斯基感谢欧盟此前向乌克兰提

供第二批总额6亿欧元的援助贷款。

2019年 12月，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和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

司达成协议，继续利用乌克兰的输

气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

盟。根据协议，5 年内乌克兰将从

俄罗斯获得超过 70 亿美元的天然

气过境费。 李东旭

埃及苏伊士运河
将提高船舶通行费

本报讯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近日发表声明说，将于2022年2月提

高苏伊士运河的船舶通行费。声明说，

苏伊士运河的船舶通行费将于2022年

2月提高6%，液化天然气船和邮轮除

外。这一增幅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机构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基本预

测，经过广泛研究和评估后确定的。

根据声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的定价策略既要考虑满足运河管理

需求，又要确保各相关方的利益。

不对液化天然气船和邮轮的通行费

进行调整，主要是考虑到近期液化

天然气船的海运贸易量和新冠肺炎

疫情对旅游业造成的重创。

吴丹妮 马尔瓦·叶海亚

土耳其央行宣布
降息 100 个基点

本报讯 土耳其中央银行近日

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16%下调至

15%。消息公布后，土耳其里拉对

美元汇率跌至 11比 1的低位。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

息，在当天举行的央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会议上，土耳其央行表示，近期

通胀上升主要由食品和能源价格上

涨以及供应紧张等供给侧因素推

动。货币政策委员会分析了货币政

策对需求、供给和通胀可能产生的

影响后，作出降息决定。

此前，土耳其央行分别在 9 月

和 10 月下调利率，累计降息 300 个

基点。今年年初以来，里拉已经贬

值超过 30%。目前土耳其通胀率接

近 20%。 郑思远 施洋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
聚焦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2021 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近日在新

西兰奥克兰召开，与会人士围绕疫

后经济复苏、数字及绿色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峰会开幕式

上致辞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亚太地

区乃至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

冲击和挑战，需要包括政商界领导人

在内的所有人展示出变革决心、勇气

和创新理念。她强调，政府与企业之

间需要继续加强伙伴关系，释放数字

创新动能，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增加社会包容性，实现公平、包容和可

持续的疫后经济复苏。 卢怀谦 郭磊

■ 新华

受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瓶颈

等因素影响，多国消费价格指数

（CPI）不断走高，经济面临通货膨胀

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

前警告，全球通胀上行风险加剧，通

胀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宫经济

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贾森·弗曼表示，

今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

低估美国通胀上升幅度和持续时

间。他呼吁美联储加快缩减资产购

买规模和速度，以应对高通胀压力。

加拿大 10月CPI同比上涨 4.7%
创2003年2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

为，加拿大通胀压力短期或将持续。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受能源

价格上涨及供应链受阻等因素影

响，10 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

达 4.1%，创 13 年新高。从国别来

看，欧洲主要经济体德国 10 月通胀

率为 4.5%，西班牙为 5.5%，法国为

3.2%，意大利为 3.1%，均维持高位。

市场人士分析，供应链障碍短期

难以修复，企业可能将供应瓶颈导致

的价格压力传导给消费者，加上冬季

能源供需更趋紧张，未来数月欧元区

通胀水平很可能继续攀升。

能源价格走高与供应链瓶颈同

样加剧欧美以外地区通胀压力，或

将影响多国经济复苏走势。IMF亚

太部主任李昌镛日前表示，全球供

应链中断持续、全球价值链参与减

弱等因素或将对亚洲地区经济构成

风险。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10 月韩

国 CPI 同 比 上 涨 3.2% ，为 2012 年

1 月以来最大涨幅，也是连续第七个

月高于韩国央行设定的 2%目标。

数据还显示，当月包含电力、油气等

在内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5%。韩

国央行表示，或将进一步收紧货币

政策，遏制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

今年年初以来，土耳其里拉已

经贬值超过 30%。目前土耳其通胀

率接近 20%。土耳其央行近日表

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由食品和能

源价格上涨以及供应紧张等供给侧

因素推动。

IMF 此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称，全球通胀前景存在高度

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新冠肺炎疫

情未来走势、供给中断持续时间以

及通胀预期变化情况。总体而言，

通胀风险偏向上行。

多国近期面临通胀压力

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加利福

尼亚州的汽油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

高，每加仑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飙升

至4.687美元，居全美各州之首。这是

加州连续第3天打破油价纪录。图为

一位车主在美国加州圣马刁县一处加

油站内加油。

中新社供图

加州油价连续三天创新高

居全美各州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