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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全球经济艰难爬坡
■本报记者 廖勤

在最新一期报告中，IMF对全球经济复
苏前景也着墨颇多。未来将是怎样一条复苏
之路？IMF 给出三个关键词：漫长、不均衡、

高度不确定。

IMF调降了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从 6月份预测的增长 5.4%下调为 5.2%。

“疫后重建”将是一段曲折、艰难且漫长
的“爬坡”过程。

其一，疫情前景依然不确定。近期，多国
疫情呈现重燃和加剧趋势。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指出，

第二波乃至第三波疫情的反弹风险、疫苗能
否在明年推出并大规模接种的变数，都给全
球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

其二，多重风险干扰复苏。IMF提醒，金
融风险、债务高企、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摩
擦、自然灾害、融资条件变化等将干扰经济
复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倪建军指出，IMF对经济形势的
评估仍留有余地， 这与许多风险因素有关。

比如各国出台刺激措施后将增加主权债务
风险、一些靠低息贷款的企业也面临难以偿
债而破产的风险。又如国际合作氛围稀薄。

“复苏需要整体推动， 如果一个地区落
后，其他地区的反弹也会受影响。”倪建军说。

在张军看来，复苏之路道阻且长，除了
与疫情的深度影响有关，还与疫情前后出现
的全球化逆流有关。全球复苏需要各大经济
体基于产业链的紧密合作， 比如 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时依托 G20平台，各方齐心协力
推动复苏。但现在却反其道行之，部分国家
损人利己，叫嚷“脱钩”、减少依赖，全球经济
复苏也将被严重拖累。

其三，地区差异、社会分化拖累复苏脚
步。 在地区差异上，“南北半球将出现复苏不
均衡状态。”张军说，拉美、非洲、南亚所在的
南半球令人担忧。这些地区经济底子较薄，治
理能力较弱，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预计会持续
较长时间。相比之下，欧美加等北半球发达国
家可能会更快复苏， 因为其社会发展水平较
高、经济基础也较坚实，危机应对能力相对更
强。在社会分化上，IMF指出，由于疫情加剧
了社会不平等和全球贫富差距，复苏将会变
得艰难、缓慢。

截至目前，迈锐宝家族在国内已经收获超过
80万名车主的认可与信赖，在全球的累计销量也
早已突破了 1100万辆。 凭借着领先同级的产品
实力，迈锐宝一直稳居中高级轿车细分市场主流
地位。

全新迈锐宝 XL 凭借着硬核实力和优质口
碑， 已经在中高级车市场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
的美式性能之路。550T 车型凭借雪佛兰“2T9”

动力组合， 以同级领先的强劲动力让车主尽享
运动驾控乐趣；535T 车型则以科技高效的产品
实力，为用户带来中高级旗舰座驾的高品质驾享
体验。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汽通用汽车“双擎”服
务政策下， 全新迈锐宝 XL全系车型均可享受动
力总成主要零部件 8年或 16万公里的原厂质保
服务，以及所有车载 APP应用可享每年 100G的
车联应用免费流量。

时至今日，在全新迈锐宝 XL身上，可以看到
一个动感时尚又不失稳重大气的鲜明形象，从动
力、操控，到科技、安全，再到舒适性、实用性，全
新迈锐宝 XL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所有想象， 特别
是对于追求个性和钟爱驾驶的新生代年轻消费
者而言，全新迈锐宝 XL是 15万-20万元区间中
高级运动家轿的价值之选。

再掀 Malibu浪漫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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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款中高级车型往往能够直接
体现出品牌价值。2012年 2月， 上汽通用汽车
将第八代迈锐宝全球同步引入国内，这款以美
国 Malibu海滩命名，饱含着浓郁美式风情的迈
锐宝车系由此开启了在中国的征程。

作为雪佛兰旗下首款全球中高级旗舰轿
车，迈锐宝凭借宽敞舒适的空间、出色的动力
与操控性能、媲美豪华车的静谧性与舒适性等
带来的全能品质，很快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
睐。仅用了两年，迈锐宝就以超过 12万辆的年
销量成功摘得 2014年度美系中高级轿车销量
冠军宝座，并且在整个中高级轿车细分市场中
也位居前列。迈锐宝家族在国内积累了很高的
人气和口碑， 也掀起了一股具有美式风情的
Malibu风潮。

说起迈锐宝的英文名 Malibu，自然而然会
想到位于美国加州的 Malibu海滩，那里聚集了
名流、精英，也是许多心怀梦想的人所向往的
地方。同样，迈锐宝作为一款经典车型，在美国
人心中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迈锐宝诞生于 1964 年， 其作为 Chevelle

车系里的顶级车型，集动感的造型、精细的内
饰、丰富的标准配置于一身，一推出便荣获年
度车型，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历经半

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迈锐宝从北美走向全球，

走进中国，展现出了自身的独特魅力，并受到
了不少钟爱纯正美系轿车消费者的追捧。

迈锐宝还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积极顺应市
场趋势，不断自我进化和革新。2016年，为了满
足国内消费者不断升级的中高级车消费需求，

雪佛兰全球同步推出基于通用汽车全球最先
进中高级车平台打造的第九代 Malibu 车
型———迈锐宝 XL， 再一次将 Malibu情怀推向
高潮。

历经九代车型演绎，迈锐宝家族始终以一颗
不变的赤诚之心，引导着人们去探寻那一抹美式
风情。不论消费者的品位怎么变化，要求多么苛
刻， 迈锐宝家族始终都能触及到他们的内心深
处，最终成为了他们心中的“Dream Car”。

2018年底，雪佛兰将通用汽车全球领先的
Smart Propulsion 智驱科技搭载在迈锐宝家族
上，推出以 2.0T+9AT动力组合为代表的车型，

以最强的动力性能、最强的智能互联科技以及
最强的智能安全科技刷新雪佛兰中高级轿车
标杆。

此次全新迈锐宝 XL 535T车型推出后，迈
锐宝家族将继续为国内消费者提供科技领先
并更具实用性的产品体验。

在传承中持续引领中高级轿车风潮

以硬核实力巩固细分市场主流地位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萎缩 4.4%，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IMF发布展望报告，肯定中国经济韧性
■本报记者 廖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日发布《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全年增长率有望达到 1.9%，发展韧性得到
IMF肯定。

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 IMF自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发布的首份中期预测。 外界认为，相
比之前的经济展望，最新报告释放了略为乐观
的信号，但仍然强调疫情将给世界经济留下深
深的伤痕。

从悲观略微转向积极

对比 6月份的 IMF更新报告，10月份的报
告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

其中，对今年全球经济形势的研判从之前
的悲观略微转向积极。

在 6月的更新报告中，IMF依然延续 4月
报告的基调， 指出世界经济面临自上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全球正经历
同步且深度的经济衰退。而这次报告的措辞却
有细微变化。报告说，随着经济逐步重启，全球
经济正走出低谷。

“与 6月份的预测相比，我们预计 2020年
将出现一场严重程度稍减但依然是深度的衰
退。”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在报告
中说。与此同时，最新报告还上调了今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 。6 月时的预测数据为萎缩
5.2%，此次调整为 4.4%，上调 0.8个百分点。

IMF口风微调引起舆论注意。美国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称，IMF 周二对今年
全球经济的看法略有好转。《华尔街日报》表
示，在 IMF看来，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经济崩
溃未如之前估计的那么严重。

时隔 4个月，IMF对疫情蹂躏下的全球经
济图景的冷峻观感为何略有“回暖”？

在《华尔街日报》看来，IMF首先归功于中
国的复苏“表率”作用。IMF肯定了中国经济的
韧性和发展前景。报告说，自4月初以来，中国经
济活动正常化的速度较预期更快， 第二季度经
济实现正增长， 中国也成为全球贸易复苏的重
要贡献者。明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增幅有望
达8.2%。戈皮纳特表示，是中国拉高了全球经
济数据， 如果没有中国，“2020年和2021年的累
计增长将是负增长”。报告称，今年中国经济将
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这一预测较6月的估值上调0.9个百分点。

其次，由于各国出台巨额财政支持以及央
行大幅降息，纾解了防疫封锁对经济与金融的
损害，发达经济体在第二季度的经济表现好于

预期，第三季度也出现更快复苏的迹象。

第三， 基于一些疫情应对的乐观假设，

包括保持社交距离持续至 2021年、 疫苗将
扩大覆盖范围、治疗方法改善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倪建军认为，IMF对世界经济形
势预测有所改善，其判断主要基于当前各国
的防疫和纾困政策已显成效。相比一二季度
时的手足无措，现在各国能较好地把控防疫
节奏和力度。在应对经济衰退上，各国的刺
激措施、货币政策都非常给力，给予经济有
力支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张军表示，IMF上调今年经济增长
预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 第一， 一二季度
时， 疫情蔓延全球并重创经济，IMF的预测
难免悲观。进入三季度后，北半球主要经济
体复苏情况好于预期，提振了 IMF 的信心；

第二， 中国经济自二季度开始恢复后反弹
势头强劲。

尽管今年全球经济的萎缩程度有望减
小，但 IMF 强调，今年仍将遭遇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下滑。IMF还估计，新冠疫情对
全球产出造成的累计损失将从 2020年-2021

年期间的 11万亿美元增至 2020年-2025年

期间的 28万亿美元。

中国多管齐下精准施策

值得关注的是，IMF将中国视为今年唯一
会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确实，当世界经济因疫
情堕入灰暗混沌中时，中国成为“夜空中最亮
的星”。

多项数据说明中国复苏势头强劲。 本周
二，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0.7%，首次实现年
内累计增速由负转正。9月份单月进出口值、进
口值创历史新高。上月出炉的中国 8月份消费
零售数据实现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扭转消费
零售疲软局面。再往前，7月公布的中国二季度
GDP由负转正，实现 3.2%的超预期增长。而美
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二季度 GDP几乎都是两
位数的滑坡。

在全球经济深陷历史性衰退中，中国为何
能一枝独秀？

在两位学者看来，一是与疫情出现、防控
的“时间差”有关。张军表示，中国疫情出现时
间较早， 之后又相对迅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从而能较早复工复产，这与其他国家形成时间
差。对于那些尚未摆脱疫情、未能完全重启经

济的国家来说， 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医疗物资、

药品、消费品等产品，所以二季度之后中国出口
表现强劲。

二是中国采取适合自身的经济复苏政策。在
经济受到疫情冲击后，中国“多管齐下”推出救助
措施，包括金融支持、为中小微企业纾困、扩大国
内资产投资、支持国内消费等一系列政策。“中国
并未采取大水漫灌式的放水策略，而是有节奏推
进并取得效果。”张军说。

倪建军表示，中国不像其他国家采取超常规
的刺激措施， 而是基于自身优势与特点精准施
策，且应对适度、留有政策空间，使得复苏稳固且
具有可持续性。比如激发内需、善用数字经济、发
挥大城市群优势并向中小城市辐射、社会保障和
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支撑，这些措施对复苏都功不
可没。

“中国经济逆势复苏再次印证中国对世界经
济的支撑作用。”倪建军说，在建设双循环的发展
格局中，中国通过内循环积蓄优势，也将有效带
动外循环，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

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
德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国明智地采取了刺
激措施，同时有效控制了疫情。”普拉萨德说，除
非控制住疫情，否则经济不会明显复苏，这是教
给世界的“一课”。

荨10月 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
纳特出席视频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 发

■美国：萎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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