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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路透社：反通胀斗争开始之际，美联储发出（一）路透社：反通胀斗争开始之际，美联储发出

2022 年三次加息的信号2022 年三次加息的信号

周三，美联储表示，随着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美央行将

采取措施应对通胀飙升，即在 2022 年 3 月份结束新冠大流行期间

的债券购买，力争为全年三次 25 个基点的加息铺平道路。美联储

主席杰罗姆 • 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

济发展无需更多的政策支持。”他还对比了 2020 年新冠刚暴发时

经济萧条的情景与当今物价工资齐涨以及就业环境迅速改善的情

况。

在最近两日美联储刚结束的政策会议上，他表示，通货膨胀

的速度快得令人不安，“我认为，我们正朝着就业最大化的方向

快速前进”，这一情况说服了所有美联储官员，包括最鸽派的官员，

大家赞同现在是时候彻底废除两年前为应对新冠制定的政策了。

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飞速传播，美央行在其新政策声明

和经济预测中已经设想到了这一情形，并表示由于有着一系列良

好的经济状况，新冠不会影响过大——经济将“软着陆”，即通

胀基本可自行缓解，利率增长相对缓慢，未来三年的失业率处于

3.5% 的低水平。

但一些分析师对此表示怀疑。

德雷福斯梅隆（Dreyfuss & Mellon）的首席经济学家文森特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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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表示：“这一预测隐喻着利好的发

展趋势，人们可以离开住所，获得有利的通胀。”他指出，尽管

美联储官员预测的三年加息周期从未达到限制性水平，而通胀预

期却仍将下降。“难道这才是赌的方式吗？”他问道。

美联储核心官员对此表示赞同。在他们最新的经济预测中，

决策者认为明年通胀率将达到 2.6%，高于 9 月份预测的 2.2%，但

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将分别降至 2.3% 和 2.1%。明年，失业率将

降至 3.5%，远低于美联储认为的长期可持续水平，并且这一情况

将一直持续到 2024 年。

由于物价上涨、就业强劲，持中值预测的官员预计美联储的

隔夜基准利率需在 2022 年底前从目前的近零水平升至 0.90%，从

而开启一个新的加息周期，使得政策利率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分

别攀升至 1.6% 和 2.1%——据多数预估，仍然处于宽松区间。

最新的政策声明没有提到通货膨胀是“暂时现象”，美联储

也承认物价上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超过了 2% 的目标。近

几个月来，年通胀率一直处于高位，是美联储设定的两倍还多。

为了向更高的借贷成本敞开大门，美联储宣布将停止债券购买的

步伐加速一倍，以期 3 月底前终止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的买卖。为助推经济复苏，央行每月都购买 1200 亿美元

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直到最近才停止这一举措。美国股

市收盘走高，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X）涨幅超过 1.6%，美国国

债收益率也有所上升。在美联储公布声明和预测后，美元（D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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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走强，但随后却与一篮子主要贸易伙伴货币进行了低价交易。

利率期货交易员预计，5 月份将进行首次加息，2022 年底将再加

息两次。

虽然美联储是否加息的决定取决于就业市场能否进一步改

善，但新的政策预测无疑表明，在没有重大经济冲击的情况下，

明年借贷成本将上升。所有 18位决策者都表示，2022 年年底前，

至少应完成一次加息。总而言之，新的预测和政策声明明确了央

行将撤销 2020 年春季以来实施的特别货币政策的计划，以确保新

冠的余波不会阻碍经济复苏。美联储承认，健康危机仍在持续，

新冠变异毒株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其中，鲍威尔告诉记者，

他希望了解人们在无需担心医疗健康、儿童保育和其他流行病后，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怎样运作，但“这一情况似乎并不会很快

到来。”他仍低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给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

他表示自己并不认为美联储必须恢复紧急债券购买或采取其他措

施来应对新冠的再次爆发，同时他还表示经济表现受新冠病毒的

影响将越来越小。

美联储官员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4.0%，高于 9 月份预

测的 3.8%，这一数值也是经济基本发展趋势的两倍还多。在鲍威

尔发表的针对通货膨胀的言辞中，有些评论十分尖锐。他表示，

目前看来，比起新冠，飞涨的物价对就业的威胁显然更大。

“我们需要的是另一个漫长的扩张期，”他说道，“这样才

能使劳动力市场变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样子，若想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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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确保物价稳定。”

作 者：Howard Schneider，Jonnelle Marte，2021 年 12 月   

16 日

翻译：董杭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us/fed-prepares-stiffen-inflation-

response-post-transitory-world-2021-12-15/）

（二）路透社：白宫表示，美俄就新会谈并未达成一（二）路透社：白宫表示，美俄就新会谈并未达成一

致致

周四，白宫发言人珍 • 普萨基（Jen Psaki）表示，拜登总统

尚未同意与普京总统进行新一轮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普萨基还驳斥了普京周四提出的批评，普京称美国及其盟友

导致俄乌边境紧张态势升级。

普萨基说：“事实很有趣。事实清楚表明，俄罗斯集结军队

和领导人的好战言论是俄乌边境唯一的问题。”

作者：Alexandra Alper，2021 年 12 月 23 日

翻译：严格

(https://www.reuters.com/world/white-house-says-no-agreement-new-

biden-putin-talks-2021-12-23/)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1 年第 27 期

5

（三）英国广播公司：西安：新冠确诊病例激增，西（三）英国广播公司：西安：新冠确诊病例激增，西

安封城安封城

西安是陕西省省会，位于中国北部，因兵马俑而闻名于世，

总人口达 1300 多万。为应对新一轮疫情，西安政府要求全市居民

暂停外出。自 12 月 9 日以来，该市新冠肺炎感染已达 143 例。周

三，政府宣布实施新的封锁措施，每户家庭每两天只允许一个人

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 

为应对新冠疫情，中国采取了严格的病例清零策略，通过大

规模核酸检测和封锁措施抑制疫情蔓延。中国将于 2022 年 2 月举

办冬季奥运会，正在为此积极筹备，因此对新冠疫情状况极为警

惕。当地时间周四零点开始，西安开始实施封锁措施，全市居民

不得离开西安，除非有特殊情况并经过审批后才能出城。目前尚

不清楚多久后才会解封。陕西省已经进行了数百万次核酸检测。

当地长途汽车站已经关闭，通往西安的高速路上也设置了检查站。

从西安机场起飞的航班已被大量取消。非国计民生类企业已经暂

停营业，政府公职人员也被要求居家办公。 

据《环球时报》报道，为预防感染，政府上周末已经要求关

闭酒吧、健身房和电影院等室内场所。官方称引发此次疫情的毒

株是德尔塔变异株病毒（Delta），目前并未检测到奥密克戎病毒

（Omicron）。 

官媒本周报道时一直在强调，西安正面临“双重挑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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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已出现多例出血热病例，这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然而，

报道称这是中国北方的“常见”季节性疾病，多发于农村地区。

中国承认，新冠疫情仍是冬奥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确

诊病例已超过 113,000 例，死亡病例达 4,849 例。

作者：佚名，2021 年 12 月 23 日

翻译：尤茜媛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9743487)

（四）美国政治新闻网：舒尔茨对习近平表示，希望“深（四）美国政治新闻网：舒尔茨对习近平表示，希望“深

化”中德经济合作化”中德经济合作

德国新任总理奥拉夫 • 舒尔茨 (Olaf Scholz) 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周二首次通话，双方承诺要深化双方经济合作，但均未提

及人权问题及香港局势。据新华社报道，这位德国新领导人的讲

话立场与前任总理默克尔貌似一致。他对习近平表示，双方应“本

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推动中德关系发展。

舒尔茨还表示，他希望陷入僵局的中欧投资协议能“尽快生

效”。这与三党签署的组阁协议相矛盾，可能会引发争议。该协

议规定，默克尔政府推动签订的中欧投资协议现阶段无法批准生

效。该投资协议于去年年底已经签订，但由于欧中相互实施制裁，

批准程序暂时搁置。

德国对本次双方领导人通话的报道较为模糊，称两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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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和经济关系、发展中欧关系和处理国

际问题等事项”。针对中方报道是否正确反映了德总理对中欧协

议立场这个问题，舒尔茨团队未发表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报道均未提及任何中国所谓人权状况问

题，也未提及周日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

根据中方报道，舒尔茨表示，他将推动“举行新一轮中德政

府对话磋商，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和服务业等领域的

务实合作。”习近平表示，他希望“德方继续为稳定中欧关系发

挥积极影响，持续为中欧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作者：Hans Von Der Burchard，2021 年 12 月 21 日

翻译：尤茜媛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olaf-scholz-xi-jinping-deepen-

economic-ties-germany-china-human-rights/ )

                 

（五）德国之声：习近平主席敦促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五）德国之声：习近平主席敦促德国总理舒尔茨对

中国保持务实态度 中国保持务实态度 

在与德国总理奥拉夫 • 舒尔茨的通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强调了双边关系的连续性和务实性。舒尔茨面临着就所谓的侵

犯人权行为与中国对抗的压力。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习近平主

席对德国总理舒尔茨说，他希望两国关系能够保持连续性，并在

发展中“坚持走下去”。舒尔茨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面临着寻求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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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平衡。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德国车企最重要的客户。

然而，在所谓民主和人权问题上两国经常出现分歧。

中国国家主席说了什么？中国国家主席说了什么？

根据 CCTV 公布的谈话内容，习近平主席称，欢迎德企抓住

中国开放带来的机遇。反过来，他也希望德国能够为中国投资者

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习近平主席还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德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两国应该把对方的发展视为机会。

CCTV 还援引习近平主席的话说，两国还应该“保持高层引领的

优良传统”。

人们认为，关于高层引领的评论表明，习近平主席希望舒尔

茨总理能够决定德国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外交部长安娜 • 贝尔伯

克（Anna Baerbock），后者曾谈到两国对话，但也谈到要对华“强

硬”。德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深化双边

关系的问题。德国政府还称，两人还讨论了德中经济关系、中国

和欧盟关系的发展以及其他全球话题。

微妙的平衡行为微妙的平衡行为

在默克尔任职期间，她被人指责对中国所谓人权问题的批评

不够明确。本月早些时候，习近平主席对时任财政部长舒尔茨升

任总理表示欢迎，并主张“将双边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说，

尽管存在分歧，但两国在过去一直“寻求共同点”。除所谓人权

和民主问题之外，欧盟还指责中国政府实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并在领土争端中施展其军事力量。2021 年 5 月，欧盟议会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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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已久的中欧投资协议。这一举动是由中国在 3 月实施的广泛

反制裁引发的，而再往前，欧洲对涉及所谓新疆问题的中国官员

实施了制裁。

作者：佚名，2021 年 12 月 24 日

翻译：周嘉晖

(https://www.dw.com/en/xi-urges-germanys-scholz-to-stay-pragmatic-

with-china/a-60213495)

（六）路透社：冬奥会期间，中国或将出现更多新冠（六）路透社：冬奥会期间，中国或将出现更多新冠

病例，并有可能出现奥密克戎病例 病例，并有可能出现奥密克戎病例 

周四，北京冬奥会组委会表示，由于外国涉奥人员参加奥运

会，中国新冠病例数将“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组委会还强烈

呼吁奥运会参与者接种加强疫苗，以免感染新冠变异株奥密克戎。

上月，在北京训练场馆，一名波兰滑冰运动员在训练中腿部严重

受伤。考虑到这一事故和新冠疫情的传播，组委会强调要减少奥

运会参与者对于健康问题的担忧。冬奥会将于 2 月 4 日至 2 月 20

日举行，所有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将处于“闭环”管理，以遏制病

毒传播。中国的新冠防控措施相当严格，目前已基本有效遏制了

本土疫情。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员会涌入中国，增加人员流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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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的疫情，”

疫情期间，中国几乎完全关闭了边境，禁止海外观众参加奥

运会。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报告了四例奥密克戎境外病例。周一，

国家卫健委一位官员表示，广州也出现了奥密克戎本地病例，但

没有具体说明病例数量。

奥密克戎疫情正在北美肆虐，这导致美国国家冰球联盟（the 

National Hockey League）周三宣布其球员将不参加北京比赛，这

剥夺了这项运动的大牌明星在本届奥运会上施展影响力的机会。

组委会官员详细介绍了抗疫、处理运动受伤和其他医疗问题

的医护人员和设施，并表示尽管奥密克戎毒株传染性高，但奥运

会能够继续进行。组委会的另一位官员黄春说：“我们坚信，这

些疫情防控措施能够降低感染传播的风险，并能保障运动员和其

他人员的健康。”组委会表示，除了为奥运人员指定18家医院外，

北京正在建设两个诊所，每个诊所至少 1500 平方米，全天开放，

配备受过英语培训的医生。

作者：Yew Lun Tian，2021 年 12 月 23 日

翻译：严格

(https://www.reuters.com/lifestyle/sports/china-expects-certain-

number-covid-19-cases-due-olympics-arrivals-202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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