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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路透社：台湾提高警戒级别，中国称台湾“不（一）路透社：台湾提高警戒级别，中国称台湾“不

是乌克兰”是乌克兰”

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台湾“不是乌克兰”，台湾一直是中

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宣布台

湾面对俄乌危机将加强军事戒备。上周，英国首相鲍里斯 • 约翰

逊警告称，如果西方国家不维护乌克兰的独立，台湾将面临毁灭

性的后果，乃至影响世界各国。

中国一向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在过去两年中加强了在台湾

附近的军事活动，尽管台方称乌克兰局势趋紧情况下，大陆军队

近期没有进行不寻常的军事演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发表讲话时否认了乌克兰和台湾

问题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她说：“台湾的确不是乌克兰，台湾从

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理

事实……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不可能分割。”

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输掉了大陆，于 1949 年退守台湾。

中共在大陆建立起了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蔡英文妄称

“台湾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中华民国”仍然是台

湾地区的官方名称。蔡英文在所谓“国家安全会议”成立的乌克

兰危机工作小组会议上表示，全军各单位“务必提升对台海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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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动态的各项监侦及预警。”

在蔡英文办公室提供的会议细节中，该报援引蔡英文的话说：

“尽管台湾与乌克兰在地缘战略、地理环境及国际供应链方面有

本质上的不同，但政府各单位务必加强防范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

认知作战。”

作者：佚名，2022 年 2 月 23 日

翻译：张猛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taiwan-says-must-raise-

alertness-over-ukraine-crisis-2022-02-23/ )

（二）《纽约时报》：乌克兰危机的经济风险（二）《纽约时报》：乌克兰危机的经济风险

权衡得失权衡得失

乌克兰的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据报道，在莫

斯科昨天正式承认乌克兰两个倾向于俄罗斯的分离主义飞地为独

立国家之后，俄罗斯军队越过了乌克兰东部边界。俄罗斯的军事

行动以及乌克兰为保卫其领土的战斗可能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损

失。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 • 列兹尼科夫今天向部队宣布：“我

们将面临损失。”这场冲突的全球经济影响仍然难以估量，西方

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因其军队进入乌克兰的距离和对乌克兰破

坏程度而升级。今天早盘，股市大幅下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

飙升，但在过去几个小时里，这些波动有所缓和，因为投资者试

图对其未来走向进行评估。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2 年第 5 期 

3

西方官员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威胁。西方官员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威胁。德国总理奥拉夫 •

舒尔茨今天叫停了对北溪 2 号的审批进程，这是一条旨在将俄罗

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的重要管道。拜登政府初步发布了一套针对

乌克兰分离地区严格的制裁措施，而欧盟和英国官员计划对俄罗

斯本身实施制裁。

• 人们最担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中断，从莫斯科支持乌东

分离地区以来，油气价格不断上涨。这可能会对欧洲打击巨大，

因为欧洲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严重依赖，并且已经感受到了能

源价格飙升的影响。

• 全球石油生产商和贸易商也担心制裁会严重打击业务，甚

至对俄罗斯资产的有限制裁也可能造成问题。跨国银行也将不得

不针对制裁的实施方式做出反应。

•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小麦的主要生产国，是非洲、欧洲和中

东地区的重要粮食供应商。经济学家担心粮食供应的中断可能会

加剧社会动荡。

• 俄罗斯是钯的主要出口国，钯是一种用于汽车、智能手机

甚至牙齿填充物的重要金属。

• 高盛的分析师估计，由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标普 500

指数现在以 5% 的折价交易，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该指数可能再下

降 6%。

人们担心这些问题会加剧全球通货膨胀。人们担心这些问题会加剧全球通货膨胀。帕特农 - 安永首席

经济学家格雷戈里 • 达科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称：“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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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通货膨胀率很高，供应链紧张，中央

银行的举措也具有不确定性。”

作 者：Andrew Ross Sorkin, Jason Karaian, Sarah Kessler, 

Michael J. De la Merced, Lauren Hirsch , Ephrat Livini, 2022 年 2 月

22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22/business/dealbook/ukraine-russia-

economy.html)

（三）《纽约时报》：乌克兰冲突迫在眉睫，全球经（三）《纽约时报》：乌克兰冲突迫在眉睫，全球经

济面临风险济面临风险

在新冠疫情、供应链紧张和价格飞涨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或

被欧洲边境的武装冲突推上另一条不可预测的道路。甚至在克里

姆林宫周一命令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独立出去的领土之前，紧

张局势已经造成了损失。拜登总统承诺实施报复性制裁以及俄罗

斯可能进行的报复，已经导致股市收益走低，并推动了天然气价

格上涨。俄罗斯军队的直接攻击可能会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

加剧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并吓退投资者，威胁投资和全球经

济体的增长。

无论上述影响多么恶劣，其直接影响将远不及 2020 年新冠

病毒造成的突然经济停顿带来的破坏性。俄罗斯横跨亚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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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46亿人口和庞大的核武库，也是维持世界工厂运转的石油、

天然气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商。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

与错综复杂的供应链紧密相连的制造大国，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

只是一个小角色。意大利只有俄罗斯一半的人口和较少的自然资

源，其经济规模却是后者的两倍。波兰向欧盟出口的货物多于俄

罗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顾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森 •福尔曼说：

“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微不足道。它基本上

就是一个大加油站。”当然，一个关闭的加油站对那些依赖它的

人来说是很棘手的。俄乌冲突带来的经济损失并不平均，在一些

国家和行业中很明显，而在另一些国家和行业中却很难注意到。

由于近 40% 的天然气和 25% 的石油来自俄罗斯，欧洲可能会

因供暖和天然气价格的激增而受到冲击，而上述能源的价格已经

在飙升。在天然气储备还不到可储容量的三分之一，以及未来还

有数周寒冷天气的情况下，欧洲领导人已经开始指责俄罗斯总统

普京通过减少能源供应以获得政治优势。此外，联合国最近的一

份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食品价格已经攀升至

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供应国，与乌

克兰占全球出口总量的近四分之一。部分国家尤为依赖俄罗斯的

小麦出口。该国粮食出口占埃及和土耳其小麦进口总量的 70% 以

上。这将给已经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土耳其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该国正在接近 50% 的通货膨胀以及飞涨的食品、燃料和电力价格

中挣扎。和往常一样，负担最重的是最弱势群体。牛津大学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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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发展问题教授伊恩 • 戈尔丁表示：“贫困人口在食品和取暖

方面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高。长期以来被称为‘欧洲粮仓’的

乌克兰，实际上将其 40% 以上的小麦和玉米出口到中东或非洲，

人们担心粮食进一步短缺和价格持续上涨会导致社会动荡。以正

在经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具破坏性经济危机之一的黎巴嫩为例，

其一半以上的小麦来自乌克兰，而乌克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葵花

籽和菜籽油出口国。”

周一，白宫对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的决定作出

回应，称其将对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

国实施有限的制裁。白宫新闻秘书珍 • 普萨基说，拜登将很快发

布行政令禁止与这些地区的人进行投资、贸易和融资。

分析家们描绘出了从温和到严重的一系列情景。俄乌冲突对

工薪阶层家庭和华尔街交易员的影响取决于俄罗斯军队是留在边

境附近还是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战斗是持续数天还是数月；西

方实施何种制裁；普京是否减少欧洲的关键天然气供应或发动网

络攻击来应对制裁。大西洋理事会经济国策倡议负责人朱莉娅 •

弗里德兰德称：“俄罗斯的反应可能是分阶段进行的，像慢动作

一样。”正如新冠疫情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地区的轻微影响可以

在全球范围内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天然气、小麦、铝还是镍

的个别短缺和价格飙升，都可能对仍在从疫情中缓慢恢复的世界

产生多米诺效应。帕特农 - 安永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戈里 • 达科在

接受采访时称：“必须清楚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通货膨胀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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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紧张，中央银行的举措也具有不确定性。”

单独来看的话，附加的压力相对较小，但它们对仍在从新冠

疫情造成的经济打击中寻求恢复的经济体构成了冲击。达科补充

说，同样明确的是“政治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影

响”。这意味着俄乌冲突可能有双重影响，即减缓经济活动和提

高价格。

美联储正面临 40 年来的最高通货膨胀率，1 月份为 7.5%，

预计下个月将开始加息。这场欧洲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

是暂时性的，但它们可能引发对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担忧。美国

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克里斯托弗 • 米勒表

示：“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通货膨胀爆发。”

钯、铝和镍等必需的金属可能出现的短缺，助长了对通货膨

胀的担忧，给已经受到新冠疫情、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和半导体

短缺影响的全球供应链带来了额外的干扰。

例如，用于汽车排气系统、移动电话甚至牙齿填充物的钯的

价格在最近几周飙升，因为人们担心世界上最大的钯出口国俄罗

斯可能被切断与全球市场的联系。用于制造钢铁和电动汽车电池

的镍的价格也一直在跳升。

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拉尔斯 • 斯滕奎斯

特认为，现在衡量武装冲突的确切影响还为时过早。但他补充说：

“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我们有若干种方案，并且都在关注

局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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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普京决定进行报复，西方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减轻其影响。

美国已经加快了液化天然气的交付，并要求卡塔尔等其他供应商

也这样做。

对石油的需求可能会为恢复伊核协议的谈判增加动力。据估

计，伊朗储存了多达八千万桶石油，自 2018 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实施制裁以来，伊朗已被隔绝在世界大部分

市场之外。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如切断俄罗斯对

被称为 SWIFT 的国际支付系统的访问，或阻止美国公司向俄罗斯

出售含有美国制造部件的任何产品，这将损害所有与俄罗斯进行

交易的公司的利益。但从整体上看，美国的脆弱性远低于欧盟，

后者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正如拜登曾经的警告所称，美国

汽油价格可能上涨。然而由于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气生

产国，这些价格上涨的影响不会像在其他地方那样程度深、范围广。

而且，欧洲与俄罗斯有更多包括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在内的贸易联

系和金融往来。

壳牌和道达尔等石油公司在俄罗斯有合资企业，而英国石油

公司则自诩为“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与俄罗斯石油

公司有合作。欧洲航空巨头空客公司从俄罗斯获得所用的钛。而

欧洲的银行，特别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银行，已经向俄罗斯

的借款人贷出了数十亿美元。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 •

图兹称：“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的严厉制裁，有可能对欧洲客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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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巨大损失。对全球经济的最深刻影响将取决于未来事态发展的

情况，可能只有在长期内才能体现出来。”

冲突的一个结果是推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

联系。两国最近就俄罗斯在 30 年内通过一条新管道向中国供

应天然气的合同进行了谈判。高频经济公司（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的首席经济学家卡尔 • 温伯格认为：“俄罗斯很可能

将所有能源和商品的出口转向中国。” 

这场危机还促使人们重新评估全球经济的结构和对自给自足

的担忧。新冠疫情已经凸显了依赖精益生产的远距离供应链的弊

端。目前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正在加剧关于扩大能源来源

的讨论，这可能会使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更加边缘化。彼得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从事国际贸易政策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杰弗里 • 肖特

表示：“从长远来看，冲突将推动欧洲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对

俄罗斯来说，真正的代价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会实质

上使得与俄罗斯实体做生意变得更加艰难，并减少流入俄罗斯的

海外投资。”

作者：Patricia Cohen，Jack Ewing，2022 年 2 月 21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18/taiwan-ukraine-beijing-russia-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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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洲新闻台：（四）亚洲新闻台：SWIFTSWIFT 系统剔除俄罗斯银行后，系统剔除俄罗斯银行后，

中国表示反对制裁中国表示反对制裁

周一（2 月 28 日），就西方国家采取行动将部分俄罗斯银行

从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剔除，中国外交部重申中国反对使用非法

的单边性制裁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每日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发言时，没有对白宫周日要求中国谴责俄罗斯对乌采取

军事行动做出回应，他表示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与正义一方，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其立场。

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一再呼吁进行

谈判，同时承认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关切。西方国家一直在加大制

裁力度，这加剧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压力。汪文斌称中国反对

用制裁来解决问题，更反对没有国际授权的单边制裁。中国和俄

罗斯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精神，开展正常的贸易合

作。

王毅没有直接回答 SWIFT 制裁将如何影响中国与俄罗斯的

双边贸易，或者中国是否会加大对包括能源在内的俄罗斯商品的

采购，以帮助俄罗斯应对困难。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多年来关系日益密切。本月早些时候，两国为了对

抗美国影响，签署了一项范围广泛、体现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表示两国的“合作没有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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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2022 年 2 月 28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business/russia-ukraine-conflict-

china-opposes-sanctions-swift-russian-banks-2525446)

（五）《亚洲时报》：中国可以打破（五）《亚洲时报》：中国可以打破 SWIFTSWIFT 的制裁，的制裁，

但代价很高但代价很高

2 月 27 日，一位中国学者在接受上海《观察者网》的采

访时表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可以取代 SWIFT 用于俄罗斯的贸易融资。

SWIFT 是 环 球 银 行 金 融 电 信 协 会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的简称。SWIFT 是一

个清算以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进行的银行间支付的网络体系。上

周末，美国及其盟友将俄罗斯几家主要银行踢出了 SWIFT，不过

俄罗斯尚未被全面排除在外。《亚洲时报》(Asia Times) 在 2 月

25 日率先报道称，中国的支付系统可以作为替代，帮俄罗斯绕过

西方的制裁。

以前，被 SWIFT 拒之门外等同于被全球市场和正常的贸易

融资所孤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

中国可能不太愿意帮助俄罗斯规避 SWIFT 制裁，因为美国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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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中国的银行实施制裁作为报复。陈欣教授说：“这会产生灾

难性的后果”。德国《世界报》2 月 27 日报道称，金融体系面临

的风险是双向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每天处理 500

亿美元的交易，其体量远远低于每天通过 SWIFT 进行的 4000 亿

美元的交易，但 CIPS 的交易量增长迅速。”《世界报》总结道：

“如果中俄将两国的跨境金融体系联合起来，也为其他国家提供

了一个替代选项，这可能威胁到美国在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

上海交大的陈欣教授还警告说，西方制裁个别银行对中国

的支付系统来说也是一种风险。他进一步解释说：“人民币跨

境支付系统（CIPS）仍依赖银行作为节点，而这些节点会被制

裁、被施压。比如说，中国的支付系统也许能够独立于美国控制

的 SWIFT 系统之外，但其中间节点都是银行，而美国可以制裁

这些银行。如果美国不允许任何人与中国的银行做生意，而其他

国家也一道配合，那这个系统就会失效。俄罗斯也有自己的一

套独立的支付系统，或者它也可以用中国的跨境支付系统，替代

SWIFT。但关键是，这些国际跨境系统都需要实际的银行参与其

中。美国可以威胁所有的金融机构，如果有人敢和俄罗斯做生意，

美国就可能会制裁他们。这样一来，中国的大型银行可能就不敢

与俄罗斯打交道。由此，俄罗斯就只能和一些小银行做生意。但

如果美国这样制裁中国的银行，其对全球经济的损害将是任何人

都无法承受的。”

SWIFT 和中国的 CIPS 等清算系统为清算客户支付的银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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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安全的数据传输。交易者无需在贸易中直接处理货物，只需

要在银行支付货款即可。尽管 CIPS 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但

至少理论上，它服务的中国银行可能会受到制裁。这种制裁带来

的金融后果将是巨大的。

中国拥有 4 万亿美元的净外国资产，还持有 2 万亿美元的

美国国债。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贸易的

15%，而美国只占 8%。陈欣在《观察者网》的文章中解释道，“但

是，归根到底大国之间的博弈还是要看实力的，美国如果完全不

需要俄罗斯的资源，也不需要中国的产品，确实可以狠狠地制裁。

可按照现在国际社会这种经济来往的密切程度，如果完全断掉中

国和俄罗斯的贸易，美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适应下来，而

且这对原有供应链的破坏，将对整个全球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很

有可能引发一次长期的金融经济危机，所以美国也是非常犹豫的。”

作者：David Goldman，2022 年 2 月 28 日

翻译：张猛

(https://asiatimes.com/2022/02/china-can-break-swift-sanctions-but-at-

a-high-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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