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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鸩止渴】

又一轮印钞大赛开始了。
发达经济体采取这种“饮鸩止渴”的刺激手段，跟

近期表现依旧糟糕的经济成绩紧密相关。
其中，尤为“抢眼”的就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

体，日本 15 日公布的第二季度 GDP 仅较上季度增长
0.048%，这一“零增长”出乎市场意料。《日本经济新闻》称，
此前市场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们对二季度经济增长预测为
0.7%。这表明实际经济增长率不仅低于上季度水平，也低
于民间预期。

世界经济增长停滞的环境下，日本设备投资和出口
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民间需求乏力，长期看日本经济
仍处于徘徊状态。然而，首相安倍晋三依旧决定寄希望
于经济刺激计划能够见效，为重启“安倍经济学”，本月
初日本政府甚至又通过了总规模为28.1万亿日元的新一
轮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改善公共服
务将日本经济拉出通缩的泥潭。

这一举措甫一宣布就招致了一片批评声。日本 《每
日新闻》称，“我们需要的不是去支撑眼前的景气，而是
要耐心实施能使日本经济步入长期增长轨道的政策。”路
透社也评论称，尽管日本政府加强了政策投入，但内需
疲软的根本性问题依然严重，加上英国脱欧和新兴经济
体增长减速，海外经济前景不明朗，恐怕也难以指望出
口能够拉动日本经济。

欧洲也同样不乐观。欧洲统计局8月12日的数据显
示，欧元区二季度GDP仅增长0.3%，增速仅为一季度的一
半。同时，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速目前存在很大差异，欧元
区最大经济体德国 GDP 环比增 0.4%，西班牙 GDP 增
0.7%，荷兰则为 0.6%。但法国、意大利 GDP 环比增速为
零。经济增长近乎陷入停滞，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成员国
在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上却无法达成一致。

而根据华尔街投行高盛集团的预测，“脱欧公投”的结
果可能导致英国经济在 2017 年进入温和衰退，并对全球
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在
最近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调降了英国今明两年经
济增长预期，2016 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1.9%降到
1.7%，2017年由此前的2.2%降到1.3%。

此外，从基本面上看，美国的表现也远远没有达到预
期。除了此前已公布的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连续三个季
度下滑外，美国劳工部 8 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7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较前月下跌 0.4%，预估为增加
0.1%；较去年同期下跌0.2%，预估为增加0.3%。

从美联储迟迟没有加息举措就多少能看出美国经济
的真实情况了。“美国经济仍面临风险，美联储在考虑加
息问题时应保持谨慎。”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
廉·达德利近日指出，英国“脱欧”、美元走强等给美国
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多于积极影响。

“现实情况是，如果美国增速持续无法突破 2%，我
们能否实现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目标就不好说了。”美国前

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金融时报》上撰稿称。

【各行其是】

明明是“饮鸩止渴”的货币刺激政策，然而找不
到增长动能的西方主要经济体却不得不一再使用。

显然，从金融危机之后长期维持的低利率并没有
起到其本应鼓励发达国家借贷以投资基础设施、教育
和社会保障的作用。大规模的流动性制造了金融财
富，但却没有加强实体经济。

“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越来越不稳定。”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里茨认
为，预算紧缩以及量化宽松的货币释放等主要措施对
于刺激家庭消费、投资和增长的作用极小。相反，这
些措施有加剧下滑局势的趋势。

“全球各个地区都注意到了自身面临的问题。”《日经
商贸周刊》刊文称，在这一轮袭击全球的生产率放缓过程
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美国近乎陷入到时隔 30年首次出
现的劳动率负增长中。该文章指出，考虑到以硅谷为代表
的研究机构仍然源源不断地创造着数字领域的新技术，美
国如今的低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出人意料。但很明
显，要让这些新技术惠及整个经济还需要时间。

“由于结构性改革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欧洲和日本带
头搞的负利率也并没有促进消费和投资活动，不仅对实体
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小，还刺激货币出现了竞争性贬值，而
且现在已经出现了大概十多万亿美元规模的负利率长期
国债，这是空前未有的事情，蕴含了很大的金融风险。”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西方主要经
济体之间更应该统一行动，不能靠治标不治本的“兴奋剂”
政策。特别是日本，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徐洪才指出，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 8 年，然而后遗
症并没有消除，反而更尖锐了。同时，贸易和投资的保
护主义、政治方面的民粹主义和外交方面的孤立主义甚
嚣尘上，形成了反全球化的逆流。

“在各个经济体起到真正毒品作用的货币政策已经显
示出自身的局限，并且货币政策措施也因互相缺乏协调
而消融。”法国《回声报》刊文称。

“我们已经能明确看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现在都已经
没有边际效应了，量宽解决不了全球疲软。”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
达经济体要想从衰退中走出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结构性
改革，尤其是科技创新，毕竟工业革命最终要靠制造业。

“世界经济长周期到了一个下坡和调整的阶段，能在
2020 年前后真正开始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凤英说。

【零和思维】

可惜的是，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目前不仅没有携手
创新的打算，反而陷入到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战”里。

《瑞士商报》近日援引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一
份报告的观点称，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但
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世界贸易额已连续15个月不再
有任何增长，这是一个甚至连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专家们都明显忽视的事实。世
贸组织的最新预测是，全球贸易仅增长近 3%。而根据

《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恰恰美国才是限制自由贸易的头
号国家。从 2008 年到 2016 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
600多项歧视性措施，是德国、英国以及中国的两倍多。

“美国过去是全球化的推动者，现在意识到发展中国
家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多，开始强调制造业要回归本土，
于是重启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潮。”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研究员魏民对本报记者表示，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
认为，全球化的过程中，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对他们
构成了威胁，包括规则、治理等方面都在挑战它们传统
的优势。因此发达国家也在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对于
开放抱有一定的戒心了。尤其是没有特别优势的产业，
就会更可能倾向于采取设置障碍的保护主义措施。

“发达国家的大批民众加入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全球化反对者的行列。”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刊登施
蒂格利茨题为《全球化及其新的不满》的文章称，“政府
对引发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银行采取了慷慨的救助行动，
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任普通百姓自生自灭，从而强化了人
们对主流政界人士的不信任。”

当然，政治上出现的种种民粹主义和零和思维，与经济
的衰退本身就是互为因果的。“成长低迷和差距拉大是招致
迎合大众型政治抬头的原因之一。”日本《读卖新闻》称。

“损人利己不行，互利共赢才行。”徐洪才表示，零
和思维对于全球经济是行不通的。发达经济体要有自觉
性，把负面溢出效应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加强互相的政
策协调，不要搞竞争性贬值。大国的经济如果能好起
来，对其他国家也会起一个好的带动作用。

在一个不相协调的全球经济政策空间中，恢复可持
续和内生性的经济增长也不是不可能。“这需要重新书写
市场经济规则以保证更大程度的公平，且以有效的制度
和适宜刺激为手段管控金融市场。”施蒂格里茨表示。

问题是，发达经济体谁愿意来带这个头？

8月 17日，印度尼西亚庆祝独立 71周年。二战期间，当时作
为荷兰殖民地的印尼被日军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印尼领
导人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于当年 8 月 17 日宣布印度尼西亚独
立。大图：印尼仪仗队参加独立日庆典。 （新华社/法新）

美 国 “ 超 回 路 1 号 ” 公 司 16 日
说，该公司已与阿联酋迪拜港口世界
公司签署协议，计划合作研究在迪拜
修建“管道高铁”的可行性。如能付
诸实施，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在迪拜最
大海港——杰贝阿里港卸下的集装箱
将可搭乘该公司的“管道高铁”，快速
前往29公里外的内陆集装箱装卸站。

如能成功实施，“管道高铁”内双向
管道中的运输舱将可每分钟数次往返
两地，快速处理码头堆放的货物。同时，
这一全电动、零排放的运输方式还将减
少货运对当地地面交通造成的影响。

迪拜港口世界公司是全球运输行
业翘楚。该公司称，将就这一技术实
际应用的成本等问题开展评估，因为

“如果这一技术能应用在迪拜，我们也
可以将其用于非洲和亚洲”。不过，

“管道高铁”技术目前在业界仍存在较
大争议，距离真正实现尚远。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特斯拉汽车公司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2013年提出“管道高铁”设想。根据初始设
计方案，形似胶囊的运输舱在接近真空的低压管道中运
行，时速可高达1120公里。照此速度，从美国旧金山到洛
杉矶约600公里的单程旅行只需要30多分钟。

目前，多家公司正在竞相研究这一未来技术。
总部位于洛杉矶的两家美国初创公司“超回路1号”
公司和“超回路运输技术”公司在所有竞争者中表
现最为抢眼。今年 5 月，“超回路 1 号”在美国内华
达州沙漠中首次公开测试了“超回路技术”中的推
进系统。 （据新华社电）

在“萨德”隐忧之下，韩国今年 8 月 15 日
的光复节注定不同寻常。在星州，近千名韩国
民众集体削发示威，表明反对部署“萨德”的
决心。当天韩国其他多地也爆发了各种大规模
反“萨德”示威。

韩国总统朴槿惠却在当天首尔世宗文化会
馆举行的光复 71 周年庆祝仪式演讲中，继续为
部署“萨德”辩护，并一改往年就历史问题对
日本的敦促与批评，宣称要与日本发展“面向
未来的全新关系”。

向日靠近 民怨沸腾

面对韩国政府在部署“萨德”问题上独断
专行以及对日本明显的靠近姿态，韩国国内民
怨沸腾，一致表示不能接受。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 15 日批
评朴槿惠的光复节讲话称，针对“萨德”这种
直接关系国民生命的重大问题，朴总统显示出
绝对不允许异议的态度，令人诧异。《韩民族新
闻》 则指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视而不
见，这绝不会带来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甚至
有韩国反对派称，如果朴槿惠继续在萨德问题
上固执己见，可以提出弹劾总统。

就在韩国政府因部署“萨德”而处于风口
浪尖之际，日本也在蠢蠢欲动。据韩国 《中央
日报》报道，日本NHK电视台称，为加强应对
朝鲜弹道导弹的能力，日本防卫省正加快引进
美制“萨德”反导系统的步伐。

据相关报道分析称，日本此时表态加入，
有力挺盟友之意。

搁置历史 只顾现实

“朴槿惠这次在光复日的讲话和以
往不太一样，很可能就是说横亘在日韩
之间的历史问题现在开始在她那里就
不是问题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
研究室主任吕耀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他进一步表示：“去年年底日韩双方政府达
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和解，设立了基金会，加
之美国出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考虑，一直从中
斡旋，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基于美日
韩关于历史问题已取得的共识，朴槿惠觉得目前
联合美日应对安全问题更加紧迫。”

对于日本为什么要在此时放出消息将“萨德”
部署提上日程，吕耀东指出：“与韩国建立同盟关系
是日本的一贯愿望，他选择将历史问题搁置一边，
只看现实，也就是谋求构建一种‘日美同盟＋1’的
模式，来巩固其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霸权。”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则认为：“日本选择在韩国备受内
外压迫之时放出消息部署‘萨德’，是为了进一步
离间中韩关系，从而促使韩国向日美同盟靠拢。”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10 名韩国朝野国
会议员在 15 日组团登上“独岛”（日韩争议领
土，日本称“竹岛”）。“关于这个事件日本虽
有抗议但没有想象中激烈，且日本还向韩国释
放信息说不会把竹岛问题诉诸国际法庭来解
决。这事实上说明日韩要把历史问题、领土问
题搁置，而共同地在朝核问题上加强美日韩合
作。”吕耀东这样说道。

日韩联盟 近在咫尺

“美日韩军事同盟是美日长期所求，韩国接
受‘萨德’是突破障碍的决定性一步，三边反
导同盟的建立将是推动日韩联盟最合理的一
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所所长虞少
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说道。

朝鲜 《劳动新闻》 17 日发表评论文章称，
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是美国企图紧握地区
霸权的军事战略产物，是美国根据“重返亚
太”战略做出的国防部署。美国试图通过构建
美日韩军事同盟，构筑亚洲版“北约”。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
尚均日前称，根据美日韩三国 2014年 12月签署
的情报共享协定，韩方可与日本共享“萨德”
反导系统雷达探测到的情报。据悉，目前日韩
军事情报的共享需通过美国进行中转，导弹防
御系统必然涉及情报共享，美日可借“萨德”
进一步推进更顺畅的情报共享。

“接下来如果在‘萨德’问题上三方实现军
事情报共享，那么美日韩反导联盟形式必然开
启。另外，日韩两国也正在将 《军事情报保护
协定》 和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的缔结提
上日程，这两个协定一旦落成，日韩之间就达
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吕耀东这样说道。

西方西方衰落的经济缘何迟迟不见底
本报记者 宦 佳

量化宽松难成灵丹妙药 贸易保护犹如讳疾忌医

苦寻出路的发达经济体在长期不振的各项数据“刺激”下，于近期又纷
纷选择重新回到量化宽松的道路上。6月初，韩国降息；7月份日本央行提高
购债规模；进入8月澳大利亚央行将基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4日，英国
央行也宣布启动7年来首次降息……全球再度进入竞争性货币贬值通道里。

▶8万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圣伯纳迪奥县境内 16
日上午突发严重山火，威胁附近多个居民区，应
急部门已发布指令疏散8万多人。消防部门出动了
700名消防员、57辆消防车、10架灭火飞机参与灭
火，但仍未有效控制局面。当天晚间加州政府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

▶9万人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苏丹办事处
17 日说，今年以来，已经有 9 万多名南苏丹难民越
过两国边境进入苏丹避难。联合国驻苏丹人道主
义事务协调员鲁埃达斯说，在苏丹的多个难民营，
抵达不久的南苏丹难民露天而居，缺少食物，基本
生活物资匮乏。许多儿童与家人离散，急需得到照
料。联合国相关人道主义机构正在制定资源调配
计划，以便及时向这些难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
助。但由于某些原因援助资金落实迟缓，导致许多
旨在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活动进展缓慢。

▶660万美元

马尔代夫旅游部 17日公布了在不进行竞价情
况下可出租岛屿和环礁的价格。其中，租金最贵
的环礁位于北阿里环礁、南阿里环礁和马累环
礁，一个面积 10 公顷的岛屿出租价格为 660 万美
元，租期为 49年，如若建成酒店或度假村并营业
则可向马尔代夫政府申请再延期50年。

马尔代夫旅游部宣布，如在以上岛礁承租岛
屿后建造酒店或度假村，无需向马尔代夫政府缴
纳额外费用，但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岛礁建造酒店
或度假村则需额外缴纳25万到60万美元的费用。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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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图 ：
印尼总统佐
科 （右） 在
独立日庆典
上将国旗交
给旗手。

一名来自星州郡的男子高举反对部一名来自星州郡的男子高举反对部
署署““萨德萨德””的标语的标语。。（（据新华社据新华社））上图：一名舞者在庆典上表演。上图：一名舞者在庆典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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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漫画 （（来自网络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