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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近日发

布报告称，全球经济放缓程度超过预期，预计

2022 年增速仅为 3%，2023 年将进一步放缓

至 2.2%。报告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将增长

1.5%，欧元区经济将增长 3.1%，二十国集团

今年将增长 2.8%。

另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今年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 3.2%，较

2021 年增速明显放缓。报告指出，全球经济

放缓开始抑制外部对该地区大宗商品和制成

品的需求。

7.5%
泰国商务部近日透露，2022 年 8 月泰国

累 计 出 口 额 超 过 8600 亿 泰 铢 ，同 比 增 长

7.5%。今年前 8个月泰国出口额达到 6.63 万

亿泰铢，同比增长 11%。泰国商务部称，出口

增长主要得益于泰国贸易伙伴疫情形势缓

和、经济逐渐恢复以及旅游业复苏等。

另据报道，泰国工业部 9月 28日表示，由

于经济情况好转，泰国 8 月工业生产指数比

去年同期增长 14.52%。世界银行 9 月 27 日

预测，今年泰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3.1%。

563.7万人
新加坡国家人口及人才署近日公布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6 月新加坡总人口约为 563.7
万人，相比去年 6月增加了 18万人，但仍低于

疫情暴发前的 570万人。

新加坡媒体称，这是疫情以来新加坡总

人口首次增长。该数据还显示，65 岁及以上

公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11.1%增

加到今年的 18.4%。

80.21%
土耳其统计局数据显示，土耳其 8 月消

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80.21%，创下自 1998
年 10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家具和家用

设备价格同比上涨 92.02%，食品和非酒精饮

料价格同比上涨 90.25%。此前土耳其通胀

率已连续上升超过 12个月。

（郭济 辑）

麻烦不断，
朔尔茨陷入信任危机

毕振山

找气未果、身染新冠、国内抗议……德国总理朔尔茨最近

的日子着实不好过。

先是在 9 月 24 日和 25 日，朔尔茨到访沙特、阿联酋和卡

塔尔三国，寻求更多能源供应。然而，朔尔茨此行几乎可以说

是空手而归。除了阿联酋同意在 12 月向德国输送 13.7 万立

方米液化天然气外，沙特和卡塔尔均未明确表示向德国提供

能源。

从中东回来之后，德国政府 9 月 26 日便发布消息，称朔

尔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出现轻微的感冒症状。德国政

府证实，朔尔茨已经自我隔离，并取消了本周所有公开露面

活动。

而在朔尔茨感染新冠的同时，德国北部梅克伦堡-前波

莫瑞州 26 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人数超过 1 万人。抗议者

不满政府的能源政策，要求取消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启用

“北溪-2”天然气管道。

雪上加霜的是，德国媒体 9月 27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50%的受访者认为朔尔茨是总理职位的“错误人选”。对于德

国政府解决当前危机的措施，64.5%的受访者表示信心不大，

仅有 30.3%的人表示很有信心。

另据民调机构 INSA9月 26日发布的调查，朔尔茨在德国

政治人物支持率中只排名第 7，落后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基

社盟主席索德尔等人。有德国媒体甚至称朔尔茨为“史上最

差总理”。

实际上，朔尔茨遭到质疑由来已久。俄乌冲突爆发后，朔

尔茨政府因为支援乌克兰，被一些声音批评其外交政策不够

独立，盲目追随美国。后来，德国的支援力度落后于美国和英

国，又有人批评他立场不坚定、态度不强硬。

对此，朔尔茨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德国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必须“以一种不会使战争升级”的方式为

前提，否则将会变成灾难。

而俄乌冲突持续以及西方对俄制裁，使德国成为最受伤

的国家之一。俄罗斯本来是德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国，德国进

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大约一半都来自俄罗斯。但是现如今，“北

溪-1”天然气管道完全停止供气，新建的“北溪-2”管道至今

未能启用，这导致德国陷入严重的能源荒。

为了缓解能源短缺，朔尔茨谋求从国内外两方面开源节流。

一方面，他访问了非洲的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南非，北美

的加拿大，中东的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试图从这些国家和

地区进口更多能源。然而，要么是有些国家的天然气资源还

没有开发，需要大量前期投入，要么就是德国没有足够接收液

化天然气的设施。朔尔茨同一些国家讨论的氢能合作，也不

是当下就能出成果的。

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在国内倡导民众节约能源，包括减少

洗澡次数等，同时出台三轮纾困政策，总额达 950亿欧元。德

国政府还出巨资收购濒临倒闭的能源企业，同时计划征收天

然气附加费，以援助天然气供应商。

然而，德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并未能有效减轻能源短缺对

企业和民众造成的影响。大量德国企业因能源价格上涨导致

成本增加而倒闭，能源密集型企业失去竞争优势，低收入群体

生活艰难。

德国央行近日发布的报告预测，德国经济或在第三季度

停止增长，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可能出现衰退。而德国

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Gfk）公布的数据显示，10 月德国消费

者信心指数降至负 42.5，创历史新低。

经济不景气，生活不如意，德国民众自然容易产生不满。

而朔尔茨遭受的质疑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有人说他在危机时

刻缺乏领导力，有人说他无法保障德国能源供应，还有人说他

启用燃煤电厂不利于环保。德国政府虽然声称储备了足够度

过这个冬天的天然气，但朔尔茨的这个冬天估计不会好过。

梁凡

2022 年 9 月 27 日，是新冠疫情影响下的

第 3个“世界旅游日”。受到疫情重创的全球

旅游业，在重启之路上艰难前行，也从此次巨

大危机中寻求新的转型机遇。

一

“重新思考旅游业”，是本次“世界旅游

日”的主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表示，庆祝

世界旅游日的宗旨是向人们展示，旅游业在

促进包容、保护自然、增进不同文化相互了解

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

他同时强调，“人类必须投资建设清洁而

可持续的旅游业，降低该行业的能耗，采用零

排放办法，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

根据联合国官方统计，2022 年前五个

月，国际旅游业强劲反弹，约有 2.5 亿国际旅

客出行，国际旅客人数是 2021年的两倍。在

一些地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疫情

前的水平。取消旅行限制，提升消费者信心，

成为旅游业复苏的重要推动力。

根据全球旅游搜索平台 Skyscanner 发布

的报告《旅游业的弹性和塑造复苏的趋势》，

预计要到 2023年~2024年旅游业才会出现全

面复苏，但世界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积极的

势头。长途旅行已经涌现，人们优先考虑旅

行和预订长途旅行，城市休闲游也越来越受

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网站此前刊发文章称，过

去两年多以来，全球旅游行业受到疫情的影

响而遭受巨大打击，使得国际游客人数比疫

情前下降近 10 亿人次，回到了 20 世纪 80 年

代的水平。在疫情暴发前，全球旅游行业保

持了连续多年增长趋势。自 1980年以来，国

际游客数量从 2.77 亿升至 2019 年的近 15
亿。即使在 2003 年非典疫情和 2009 年全球

金融危机时，国际游客的人数也没有大幅度

下降。

二

在世界旅游日到来前夕，世界旅游组织

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到 7 月，国际游客抵达人数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近两倍，这意味着该行业恢复

到了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近 60%的水平。该组

织预计，2022 年全年国际游客人数将会恢复

到 2019 年水平的 55%至 70%，相当于比 2021
年提高 90%至 140%。

世界旅游组织指出，这样的稳步回升反

映出国际旅行强劲的反弹需求，以及各国对

旅行限制的放宽或取消。据统计，截至本月

19日，全球有 86个国家取消了与新冠疫情相

关的限制措施。

在今年 1月到 7月，估计有 4.74亿游客出

国旅游，而 2021 年同期为 1.75 亿。据估计，

2022 年 6 月和 7 月共有 2.07 亿国际游客，占

2022 年前七个月入境总人数的 44%，而且是

去年同期的两倍多。欧洲国际游客达到 3.09
亿人次，占总数的 65%。

数据还表明，欧洲与中东地区在旅游业

的恢复进程中处于领跑位置，其在今年前七

个月的国际游客抵达人数已分别达到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74%和 76%。

与 2021 年相比，美洲和非洲在 2022 年 1
月至 7 月也获得强劲增长，分别达到 2019 年

水平的 65%和 60%。亚太地区的入境人数在

2022 年前七个月增加了一倍以上，但仍比

2019年的水平低 86%。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显示，国际客

运航空运输量也显著增长，2022 年 1 月至 7
月增长 234%（比 2019 年水平低 45%），7 月份

恢复了疫情前的 70%。

三

尽管已经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在新冠

疫情仍未散去并不时有新的变异毒株出现，

以及全球通货膨胀加深且增长乏力等诸多不

利因素的影响下，旅游业的重启之路恐怕难

以一帆风顺。

疫情防控仍是旅游业重启的首要关切。

有专家指出，如何“安全地重启旅游业”、平衡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各国重振旅

游业面临的重要课题。相关旅游目的地国家

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和管理工作，如进一步提

升疫苗接种率，提高行业安全和卫生标准，并

建立应对可能发生的感染病例增加的应急机

制，以便树立安全健康的形象，增强民众对旅

游业的信心。

人力短缺也给旅游业带来了巨大挑战。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近日的一份报告称，疫情

期间，欧盟旅游业失去的岗位数量约达 170
万个，一些流失的外国劳动力在疫情后可能

难以返回。而与此同时，强于预期的旅游需

求则给旅游公司和基础设施，特别是机场带

来了巨大的运营和劳动力挑战。

此外，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所有主要

经济体的利率上升、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以

及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剧增

等因素，使得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越来越大，

对全球旅游业复苏前景构成重大威胁。

在复苏希望与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世

界旅游组织秘书长波洛利卡什维利表示，“国

际旅游业正在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回希望和

机会，但现在也是塑造新型旅游业的时候

了。人们应当重新思考这个行业将走向何

方，又将如何影响人类和地球。”

““““““““““““““““““““““““““““““““““““““““““““““““““““““““““““““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重新思考旅游业””””””””””””””””””””””””””””””””””””””””””””””””””””””””””””””
新冠疫情中的第三个“世界旅游日”到来之际，全球旅游业处于复苏的希望与巨大不确定性相交叠的纠结当中

龚婷

今年 3月以来，美联储持续大力度加息，

并于 9月 21日第五次加息 75个基点，联邦基

金利率目标区间已达 3%至 3.25%之间。今年

截至目前，美国加息已累计达 300个基点，其

中 3次加息均为 75个基点，创下 1981年以来

最大密集加息幅度。

新一轮加息周期是美联储对美国经济超

预期通货膨胀的应对。受新冠疫情延宕、供

应链危机影响，以及拜登上任以来超 3 万亿

美元大规模刺激增支计划、美联储近几年持

续甚至“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等一系列因素

综合作用，美国正经历 40年以来最严重的通

货膨胀危机。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于今年 1 月

同比上涨 7.5%，创下 1982 年 3 月以来最高水

平，2 月和 3 月同比增幅继续扩大至 7.9%和

8.5%。在 3月中旬美联储加息 25个基点后，4

月 CPI 同比增幅收窄至 8.3%，然而又在 5 月

和 6月继续扩大至 8.6%和 9.1%。

尽管 7月 CPI同比涨幅有所回调，但 8月

仍高达 8.3%并高于市场预期。这期间，美联

储分别于 5 月~7 月连续三个月 3 次加息，却

并未有效缓解通胀。

持续高通胀背后是生活生产必需品价格

的大幅上涨。尽管汽油价格近期有所下降，然

而食品、医疗、住房等仍在推高CPI，民众日常

生活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近期诸多民调业已

显示，多数选民不认可拜登和民主党处理经济

和通胀问题的效果，而更相信共和党应对经济

的方式。这也给拜登执政支持率和民主党中

选年选情蒙上了阴影，民主党在 11月有较大

可能失去国会众议院多数地位。

今年年底之前，美联储还将召开两次货

币政策会议，当前市场普遍预期加息还会继

续进行，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可能达到

4.25%~4.50%。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为了实现把通胀率

控制在 2%左右的长期目标，美联储已经很难

再继续“避免经济衰退”。正如美联储主席鲍

威尔在 9 月 21 日宣布加息后所说，美国经济

将要经历一段低于趋势水平的增长期，劳动

力市场也会走低，但这是需要承受的“痛

苦”。当天，美联储已下调对去年第四季度到

今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的预测至 0.2%，明显

低于 6月预测，并下调 2023年 GDP实际增速

预测、上调未来两年失业率预期预测。

与此同时，对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的

预期已经普遍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经合组织等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最

新预测都可以反映这一看法。随着货币政

策大幅收紧，美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股市承压

明显，8 月中旬以来美股三大指数下跌均已

超过 10%。

美国生病，世界吃药。在美元霸权地位

下，美联储加息的巨大外溢效应将给世界经

济前景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美元加息往往

是全球多国央行加息的“风向标”，叠加全球

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今年以来普遍走高的通

胀，全球多国央行已纷纷跟随美联储收紧货

币政策，并将继续这一态势。

欧洲央行今年已加息两次共 125 个基

点，9月 26日行长拉加德表示，能源和食品价

格上涨已大幅推涨欧元区通胀，能源供应可

能进一步受阻，欧洲央行将继续加息。

今年以来，世界银行已陆续下调2022年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的4.1%、4月的3.2%到

6月的2.9%。9月16日，世行发布题为《共同加

息中2023年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的专题研

究报告，警告随着全球央行应对通胀纷纷加息，

2023年全球经济可能整体陷入衰退，并可能带

来金融危机。经合组织最新预测将2023年全球

经济增速预测由此前的2.8%下调至2.2%。

在历次美国和发达经济体的加息周期

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影响更大，这

次也很难例外。美元指数自 2008 年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一路单边走高，当前已突破 110，

创下 2003 年以来的最高点。美国国债收益

率持续攀升，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触及 4%，

创下 2010 年来最高水平。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不仅遭遇本币贬值的压力，而且将

面临进口成本攀升、美元债务压力加剧、资本

外流等风险。今年以来，多国货币已经历贬

值，未来将进一步承压。国际金融协会数据

显示，到 2023年年底，新兴市场政府将有 830

亿美元债务到期。在全球经济衰退升温预期

下，这些经济体将面对更大的金融风险。

可见，在美元霸权下，美国新一轮加息周

期，将又是对全球经济和新兴及发展中经济

体财富的一次“收割”。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

所副研究员）

美联储加息是对全球财富的又一次“收割”

中泰铁路建设稳步推进

近日，在泰国呵叻，中泰铁路项目部监理四组副组长威罗
（右）在工作中。

作为中泰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及泰国首条标
准轨高速铁路，中泰铁路采用中国标准设计建造，一期工程连
接曼谷和呵叻，二期工程将延伸至东北边贸重镇廊开，此处与
老挝首都万象仅一河之隔，将实现与中老铁路衔接，经老挝磨
丁和中国磨憨可以抵达昆明。

新华社记者 林昊 摄

9月28日，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巴勒斯坦抗议者
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物品。

巴勒斯坦卫生部28日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
北部城市杰宁打死3名巴勒斯坦人。近期，以军在约旦河西
岸多个地区展开搜捕行动，并与当地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

新华社发（艾曼·诺巴尼 摄）
管窥天下G

阅 读 提 示

美联储持续大力度加息，不仅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也给世界经济前景带

来明显的负面效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仅遭遇本币贬值的压力，而且将面临进

口成本大幅攀升、美元债务压力加剧、资本加速外流等风险。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9月28日发布
公告说，飓风“伊恩”当天下午以 4级
飓风强度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南部登
陆，该风暴“极度危险”。

公告说，“伊恩”于美国东部时间
28日 15时许在佛罗里达州西南海岸
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 240
公里，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朝东
北偏北方向移动。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风暴潮
在佛罗里达州西南沿海一些地区奔涌
上岸，大量建筑和车辆被淹没或浸泡。

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在 28 日
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伊恩”是一
场“历史性”风暴。

新华社发（莫妮卡 摄）

飓风“伊恩”

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

约旦河西岸：巴以冲突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