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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保持零利率不变，继续量化宽松，预计美国经济今年萎缩明年反弹

美联储议息会议给市场送“定心丸”
■本报记者 李雪 杨瑛

为期两天的美联储最新政策会议 6月 10

日落幕。美联储按兵不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
利率目标区间在零至 0.25%之间，符合市场预
期。同时，会议还发布最新经济预期，预计 2020

年美国经济将萎缩 6.5%。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美联储曾在 3月接连两次紧急降息，震动全球。

那么，如何解读此次货币政策会议透露的信息？

“至暗时刻”结束？

在疫情、抗议示威等多重因素叠加下，美联
储此次会议备受关注。会议主要包括几点内容：

其一，利率不变。美联储表示，将联邦基金
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零至 0.25%不变，超额准
备金率（IOER）维持在 0.1%不变，符合市场预
期。

其二，维持购债力度。声明称，美联储将会
以当前步伐购买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
券， 目标是每月购买 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以及 400亿美元的抵押支持证券，以维持平稳
的市场运作。

其三，释放美国经济良好预期。美联储认
为， 受疫情影响，2020 年美国 GDP 将下滑
6.5％，但 2021年有望增长 5%；同时，美联储还
承诺使用所有工具以支撑美国经济。

其四，对就业仍有担忧。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济活动总体上
仍未好转， 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令人心
碎”， 即使经济复苏， 仍可能有数百万民众失
业。到 2022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将达 5.5％。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国际经济与金融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明棋认为，此次会议基本
符合市场预期。 尽管 5月失业率比预期低，传
来好消息，但美国经济依旧在收缩中。因此，美
联储通过继续量化宽松， 来支持美国经济复
苏，并提振市场信心。但他也表示，美联储不太
可能像欧洲央行那样推行负利率，负利率不利
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信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解读说，会议释放一个信息，即美国的“至暗时
刻”或已结束、开始慢慢复苏。4月美国失业率
飙升至 14.7%， 是上世纪 30年代经济大萧条
以来最高值。5月份， 随着各州不同程度复工，

初次申请失业人数不断下降，说明虽然复工复
产具有难度，但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
决，社会活力也在逐渐恢复。而未来美联储是

否可能采取其他手段，主要取决于疫情发展。

路透社指出，美联储这次会议在当前亟需
政策支持的环境下给了市场一颗定心丸；同时
也表明，美联储正在将重心从对抗疫的短期刺
激，转向长期扶持经济复苏计划。

美股与经济扭曲

近来，受经济重启提振，美股已回升到危机
前高位， 三大指数自 3月低点以来均上涨超过
40%。凭借大型科技股集体发力，自 2月中旬以
来，纳指更是走出了一个完美“V型”，完全收复
年内失地，站上 10000点关口，再创新高。

彭博社称，纳指屡创新高，美联储功不可
没。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美联储在 3 月接
连两次紧急降息，随后维持低利率至今，并出
台了一系列针对地方和企业的救助计划。

不过，美国经济基本面并没有股市表现得
那么美好。

目前，就业仍是一大难题。尽管美国 5 月
非农就业报告给出新增 250 万个岗位的意外
之喜，但经济重启尚处起步阶段，企业经营压
力犹存，后续就业恢复仍需时日。

疫情影响下美国通胀表现也仍旧低迷。5

月，美国 CPI同比降 0.1%，连续第四个月下滑。

消费方面，随着经济重启，美国消费者信
心仍旧较弱，但较 4月有所改善。

徐明棋指出，美国股市和经济之间正呈现
出一种扭曲状态，美股不再是反映实际经济的
“晴雨表”，受市场预期的影响更大。“美股持续
走高反映出，美国经济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过
了，但经济要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言，美国经济前
景主要取决于能否成功遏制病毒传播，以及各
级政府在危机过后为支持经济复苏所采取的
政策行动。“在人们尚未确定可以重新安全参
与广泛活动之前， 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不太可能
发生”。

徐明棋还强调，美联储的量宽政策主要是
为维持金融稳定，但目前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还
需警惕过多的货币导致金融泡沫快速生成。

全球“放水”影响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联储 3月曾
两次出手紧急降息， 先是 3日宣布降息 50个
基点，后又于 15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区间下调 1个百分点到零至 0.25%之间，并启

动 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

这为美国金融市场注入数万亿美元。分析
人士认为， 美联储积极的应对措施有助于推动
金融市场反弹。此外，美联储还推出向中小企业
放贷以及购买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券的新计划。

美联储的迅速行动在华盛顿赢得广泛赞
誉。 在 6月 10日举行的有关疫情应对的听证
会上，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称鲍威尔是
“摇滚巨星”。

除了美联储，全球主要央行纷纷采取一系
列措施，力图刺激经济复苏。英国资产管理公
司 Premier Miton 首席投资官尼尔·伯雷尔表
示，美联储 10日的表态“肯定了各国央行都在
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自疫情暴发以来，欧洲央行、欧盟各成员
国酝酿推出相关纾困措施。3月以来，欧洲央行
强化经济刺激力度，采取扩大量化宽松、实施
长期再融资等积极货币政策。在亚洲，日本、韩
国央行也积极动作。

徐明棋表示，全球“放水”恐将产生一些负
面影响：其一，资产价格上升速度快于实体经
济扩张，可能形成新的资产泡沫；其二，待经济
复苏后将迎来通胀，如果未能及时有效调节宽
松的货币政策，价格上涨将难以避免。

新闻分析

世界经济怎么走？

■本报记者 李雪 杨瑛

本次美联储会议，也使外界高度关注逐
步复工复产后的全球经济前景。

经济形势呈现分化
一些机构冷静预测全球经济前景。

世界银行 6月 8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
经济展望》报告，称受疫情冲击，预计 2020年
全球经济将下滑 5.2%，将是二战以来最严重
的经济衰退，亿万人或将陷入极端贫困。

经合组织 6月 10日发布 2020年 6月全
球经济展望，称 2020年世界经济将至少萎缩
6%，而如果出现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世界
经济将可能萎缩 7.6%。即使没有遭遇第二波
疫情，2020年欧元区经济也将至少萎缩 9%。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全球经济恢复到 2019年
第四季度的状态至少需要两年左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
英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呈现分化。随着
疫情出现，2月中国经济数据低迷，第二季度
开始反弹；欧洲、美国、日本 4月经济数据最
为低迷；拉美、非洲第三季度经济仍可能处
于谷底，拉美已进入冬季，巴西成为新冠疫
情新“震中”，拉美不确定性上升。

整体衰退局部复苏
陈凤英指出，下半年世界经济或出现反

弹，但整体仍处于衰退中。考虑到常态化防
疫措施， 中美等经济体或出现 “爬坡型”复
苏，不太可能呈“V 型”或者“U 型”；至于欧
洲，经济可能有段时间呈“U型”复苏，拉美、

非洲等国经济在底部的时间可能更长。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国际经济与金
融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明棋则认为，全球经
济受疫情影响的第一波冲击高潮已经过去，

经济或呈“V型”反弹，衰退时间也未必如预
期长。全球范围内，东亚将成为经济复苏最
快的地区，中国、印度预计今年将保持正增
长。美国或将在下半年走出严重衰退，受 11

月美国大选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
第三季度抬升经济数据，但也取决于美国疫
情发展。

新华社发

全力以赴援企、稳岗、扩就业（上接第 1版）

预计上半年减负约 530亿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岚介

绍，今年 2 月到 6 月，本市对中小微企业及按
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免征三项社会保险的
单位缴费，2月到 4月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
单位减半征收三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预计
上半年将为企业减负约 530亿元。

同时，本市对不裁员、少减员、符合条件的
用人单位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
保险费总额的 50%，为进一步便捷中小微企业

的申请，在操作上推行“不见
面审批”，实现全程网办，截至
5 月底已向 12.69 万户用人单位返还资金
25.55亿元，惠及职工 469万人。

此外，本市对春节期间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点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
业， 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 标准分别为每人
1500元和 800元。截至 5月底，两项政策已分
别有 625家和 3793家企业提出申请， 涉及资
金 5300万元和 2.4亿元。

为方便企业了解惠企政策与办事指南，人
社部门上线“点单式申请”平台，将包括援企稳

岗、企业困难补贴等 29个惠企政策全部纳入，提
升企业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线上招聘保障重点企业用工
市就业促进中心主任周国良介绍， 疫情期

间，人社部门依托线上渠道宣传企业减负以及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各项政策措施，引导创业者通过
本市“一网通办”平台等开展补贴政策的申请业
务，同时为创业者与创业指导专家搭建线上互助
平台，帮助创业者在线上获得帮扶。

培训是提升就业的基础，去年
本市制定了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

案， 明确每年要完成补贴培训 100万人次以上，

并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 28.6亿元建立专账提
供资金保障， 全面加强各类重点人群的职业技
能培训。今年 1月至 5 月，本市已超额完成补贴
培训 126.23万人次。 在全国率先出台疫情防控
期间企业线上培训补贴政策， 补贴标准为企业
培训成本的 95%，每人次最高补贴 600 元，帮助
企业降低培训成本、提升职工技能、稳定员工队
伍。截至 5 月底，本市已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84.7万人次。

此外， 本市还通过建立 24小时重点企业用
工调度保障机制、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
保障机制、长三角地区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就业招
工协调合作机制，推进线上招聘服务，保障重点
企业用工，助力企业“复工达产”。

张岚表示，下一步，本市将继续坚持把稳就
业摆在全局工作首位，抓紧落实各项政策，确保
迅速有效、落实落地；同时，落实失业风险防范职
责，进一步调整完善储备政策，以稳就业促发展，

以促发展保就业，千方百计保障本市就业形势持
续稳定，为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积
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