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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定向降准促复工复产

就在其他亚太国家央行寻求支撑遭遇危机
的市场和经济的同一天，中国央行启动了一项
79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以帮助该国受到疫情严
重打击的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 13日宣布将对达到考核标准
的银行定向降准 0.5至 1个百分点，此举将释放
5500 亿元人民币长期资金。当局希望银行将这
些资金借给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中国人民银行
表示，这是“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表明新资金
应针对那些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小企业。此
外，央行宣布，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

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高级经济师朱
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我们认为，中国人
民银行正在进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应该能够推动
今年晚些时候的信贷增长，为疫情后的经济复
苏提供顺风。”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13日报道

“基本遏制住了疫情”

“联合国新闻”3月16日发布了一篇世
卫组织驻华代表高登·加莱亚博士接受采
访的报道。高登·加莱亚博士在报道中指
出，中国新冠肺炎病例数呈下降趋势，表
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已经发生了转
变。他说：“中国的疫情在其正在发展的
过程中被成功遏制，从我们得到的数据以
及我们在整个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结果，
都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世界各大媒体均注意到中国防控疫情
所取得的积极成效。

“中国在击败这场流行病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纽约时报》科学与健康记
者小唐纳德·麦克尼尔这样说。《纽约时
报》 16 日称，经过大约 2 个月的积极防
控，中国使疫情形势发生逆转，人们的生
活也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称，得益于积极的防控措施，中国最
近几周的疫情态势趋于稳定。政治新闻网
站“Politico”15日援引美国国家过敏和传
染病研究所长安东尼福西的话说，在经历
了最严重的阶段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正在迅速消退”。
德国《明星》周刊网站 3 月 15 日刊文

称，在6个多星期以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武
汉和其他中国城市暴发。中国随后采取了
大规模的措施。公共生活完全停滞，和法国
人口数量大约相当的整整一个省与外界隔
绝。现在，最坏的情况似乎已经过去。与此
同时，中国也逐步恢复正常生活。中小学和
大学仍然延期开学，但上海的街道上行人
慢慢多起来，越来越多的餐馆和咖啡馆开
业。苹果公司13日宣布在中国大陆的42家
商店已重新开张——同时宣布将关闭在欧
洲和美国的分店。星巴克连锁店也再次营
业。湖北以外95%的大公司和60%的中小公

司现在已经重新开始营业。
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到，中国正逐步

恢复正常。
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晨报》 网站 3月

15日报道，在北京东南部正在建设世界上
最大的环球影城。现在，像老乔 （音） 这
样的农民工又在环球影城工地拿起了工
具。日本金融集团野村公司近期估计，截
至 3 月 8 日，受疫情打击严重的企业有
62%已经复工。在经济的其他领域，这一
比例达到74%。

事实上，很多外媒早已捕捉到积极的
信号。《今日美国报》网站10日就刊载社论
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斯科特·
戈特利布说：“中国基本上遏制住了疫情。”

“中国经济正在复苏”

疫情明显好转，有利于更加积极地着
手逐步恢复经济生活的正常节奏。对于接
下来的中国，国际社会很有信心。“今日
俄罗斯”电视台网站3月17日报道称，专
家认为，中国经济或在今年下半年进入加
速阶段。

俄罗斯BKS证券经纪公司首席分析师
安东·波卡托维奇对“今日俄罗斯”说：

“一个半月以来，中国通过采取前所未有
的措施成功遏制了疫情，降低了疫情在国
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起初，种种限制导
致生产积极性严重减弱，但政府为了战胜
病毒，有意识地让经济减速。现在，中国
成为第一个几乎战胜这种疫情的国家，这
使它可以迅速收复失地。”

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10
日报道，尽管市场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流行的前景感到担忧，但澳大利亚力拓矿
业集团首席执行官让-塞巴斯蒂安·雅克和
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戴维·贡斯基说，他
们现在不担心中国。贡斯基说：“中国复

苏的速度很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快。”雅
克说，“中国看起来正在复苏”，力拓将产
品销往中国“如今不成问题”。

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公共政策学教
授埃米尔·萨德也表示，当前中国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正有序恢复生产。

“基于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巨大内需空
间和雄厚产业基础，相信疫情被战胜后，
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

德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泽林
15 日在德国 《每日镜报》 网站发表文章
称，中国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希望。文章
指出，中国正全力采取中央经济政策的全
部可行措施。国有银行被指示向市场注入
信贷资金。如果保险人未按时缴纳保费，
保险公司不能终止保单。铁路降低了货运
成本。低油价也有帮助。中国批准了更多
新的基础设施项目。5G 网络将加速扩
展。弗兰克·泽林说，几天来，中国的所
有迹象都表明其经济正在复苏。这对于西
方世界的复苏有多么重要，我们看看全球
经济力量对比就知道了：今天，中国一个
国家就占了全球经济总量的17%。中国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高达约 30%。
因此，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再次推
动世界经济增长。

“切断境外输入传染链”

当然，风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据俄罗斯 《独立报》3月16日报道评

论称，总的来说，中国经济还远未回到常
态。在当前的困难形势下，采取新一揽子
经济刺激措施似乎势在必行。现在，地方
正在积极安排以医疗、教育、智慧城市、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项目为重
点的投资计划。同时，进一步为企业和居
民减税的财政政策也在制定中。

中国正在努力。“今日俄罗斯”电视

台网站报道注意到，3月13日，中国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 23 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
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的实施意见》，提出 19条政策举措。该意
见从六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包括大力
优化国内市场供给，全面提升国产商品和
服务竞争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改善进
口商品供给，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等。

此外，中国还面临境外输入的风险。
有外媒报道称，中国境外因感染新冠病毒
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疫情
的“中心”向美欧转移。

在中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流行高峰已
经过去、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之际，境
外确诊病例却急速攀升。据路透社3月18
日报道，随着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旅客抵达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主要交通
枢纽，中国的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数量
连续第5天超过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正如
俄新社报道指出的，境外输入已成为中国
疫情防控的主要威胁。路透社特别指出，织
牢境外输入的“防控网”已成为当务之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随着全球疫
情扩散，境外输入病例的增多，中国正不
断加强防控措施，切断境外输入的传染
链。英国广播公司、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等
多家国际媒体都对中国防控境外输入的措
施进行报道。

当然，希望在人间。联合国网站发布
消息称，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中国
境内的确诊病例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新
冠肺炎疫情可以得到遏制。

上图：3 月中旬，衢宁铁路福建段电
气化工程全面复工。衢宁铁路北起浙江省
衢州市，南至福建省宁德市，全长 379.2
公里。图为3月18日，在福建省宁德市蕉
城三乐特大桥，施工人员在工地作业。

新华社记者 彭张青摄

从 1—2 月主要经济数据来看，中国
国民经济受到疫情影响处于下行阶段。
如今，疫情不只影响中国经济，欧洲、
日韩、美国都受到比较强烈的影响。股
市、期货、黄金、石油、大宗商品价格
都反映出这种情况。

目前，中国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
制，其他国家疫情还处于蔓延阶段，这
些国家的经济会继续受到影响。中国股
市虽然在下跌，但是跌幅没有其他国家
大。国际避险资金不断流入，中国金融
体系未来会比较稳定，货币政策仍然具
有较大的操作空间。短期内，中国经济
走势不会出现大幅下跌。

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仍然面临一些困
难和挑战。首先，应当妥善解决今年应
届毕业生以及农民就业问题，因为就业
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带动消费增长；其
次，要防止产业链、价值链断裂问题。
在非典时期，出现了一些企业关停破产
情况，产业链发生断裂。虽然大型企业
韧性较强，但是，这些企业生产流程中
一般会有小型企业参与。所以，目前对
中小型企业的支持非常关键；最后，由
于疫情影响，货品的国际运输受到一定
阻碍，导致一些产业的国际合作受到影
响，对方国家可能会从本国或其他国家

寻找合作伙伴弥合其内部产业链和价值
链，中国相关产业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国
际市场。因此，要化解疫情对进出口的
影响。

中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推出宏观调
控政策。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出台了三批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的税费政策，减免企业社保负担，
给予税收优惠，助企业渡过难关。金融
机构累计发放千亿元优惠利率贷款。2月
以来，国家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稳就业举措。中国在疫情防
控中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截至 2 月 24
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1008.7亿元。

疫情过后，中国要将各方面的改革
纳入议事日程，推动体制改革谋求更大
发展，释放更多经济潜力，如土地改
革、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推进城
市化等。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改革红
利的动力来源。

（段兴汉采访整理）

左图：3 月 19 日，两趟高铁专列从湖
北荆州出发，“点对点”输送1631人前往广
东企业返岗就业。图为务工人员陈安心

（前）准备上车。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外媒高度关注中国闯过疫情流行高峰期

“中国抗击疫情取得巨大成功”
本报记者 张 红

当前，海外疫情迅速扩散，世卫
组织已宣布欧洲目前成为疫情“震
中”，越来越多国家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反观中国，12日，中国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米锋表
示，中国已过本轮疫情流行高峰，新
增发病数持续下降，疫情总体保持在
较低水平。

国际主流媒体给予极大关注。有
外媒发文指出，“中国在击败这场流
行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国 际 论 道国 际 论 道

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总体可控
受访专家：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周天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两个月中
国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但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短期来看总体可
控。《韩国先驱报》 网站 3 月 17 日报道
说，3月份，韩国对中国的出口表现出复
苏迹象，韩国3月1日至10日期间对中国
的日出口额达到 4.36 亿美元，较今年 2
月同期增长 20.8%。彭博社近日报道说，

中国的零售业正在恢复，大城市对此表
现出谨慎而乐观的态度，周大福珠宝集团
约 85% 的门店恢复运营。据美国《福布
斯》双周刊网站 3 月 17 日报道，随着对新
冠肺炎的担忧消退，中国各地的餐馆正在
逐渐重新开业。《经济学人》网站报道称，
中国正逐步战胜疫情，工厂和餐饮业逐步
恢复，中国股市表现比其他国家都要好。

海 外 消 息

中国口罩开始给世界“补货”

当前，为保护医护人员免受新冠病毒大流
行感染，世界各地医院和各国政府正在急寻各
种口罩。它们面临一种十分棘手的现实情况：
世界需要依靠中国生产口罩，而中国目前刚刚
开始对外提供口罩。

在中国暴发新冠疫情前，该国的口罩产量
占全世界的一半。疫情发生后，中国口罩产量
大幅增加，但主要都供自用。如今，人们对口
罩供应的担忧持续加剧。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
加速传播，世界各国政府当前几乎都在限制出
口防护装备。一些专家称，这可能导致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更趋恶化。

随着世界对口罩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中国
在逐步放宽管制。此外，中国也在向海外运送
口罩，将其作为出于友善而送出的一揽子物资
的一部分。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3月14日报道

面对国内医疗物资短缺状况，格力电器公
司转换部分生产线，投身医疗装备研发。2月10
日起，格力陆续复工，加紧生产温度计、口罩
生产设备、护目镜、杀病毒空气净化器等防疫
产品。目前，除武汉公司以外，格力电器基本
复产，员工复工率达到 90%以上。图为 3 月 19
日，工人格力电器工厂内操作器械模具生产线。

新华社记者 胥兆瑞摄

物流技术优势助中国过关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刚刚开始，但怎样
应对疫情给社会和商业带来的干扰，中国已经为
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些经验。数字技术是保障社会
运转的一个关键“推手”。

虽然新冠肺炎引起的恐慌与担忧很严重，
但居民很快适应封城后的生活。他们利用数字
技术与供应商合作，组织物资供应，保障人们
能够获取急需的物资。武汉展现出这种非同寻
常的适应力，要归功于两个因素：

一是数字投递系统。在中国的大城市里，
如果网购食品和日用品，完成支付后最短仅需
20分钟就可以送货上门。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广
泛布局数字技术。

二是消费者对网购得心应手。有估算认
为，2019 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36.6%。

——据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双月刊网站3
月17日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哈尔滨市重点物
流企业积极复产复工，截至目前，哈尔滨市 60
户重点监测物流企业中有 56户已复工，复工率
为93.3%。图为3月17日，在哈尔滨市的一个住
宅小区，快递人员对商品进行配送。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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