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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华尔街日报》：欧盟和中国分别公布全面减

排计划

欧盟和中国分别提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全面计划，这将增加

工业和消费者成本。这些计划也遭到环保人士的批评，指责政府

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力度不够。尽管具体举措商讨已久，且仍需

数月或数年才能全面实施，但却足以表明这两大经济体亟需加强

排放监管的紧迫之感。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承诺采取大胆举措，

但在国会面临重重阻碍。此外，在下届世界气候变化会议举行前，

中国和欧盟也将有所行动。该会议将于 11 月份在苏格兰格拉斯哥

召开。届时，各个世界大国都希望能在会议上敲定限排新举措。

周三，欧盟提议进行全面经济整改，大幅减少自身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同时，首次将高排放国家的进口纳入征税名目中。

这项筹备长达数月的进口关税计划不仅招致欧盟发展中国家

贸易伙伴的纷纷谴责，而且还促使企业仔细审查全球供应链上的

排放情况。

这一揽子法案经由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起草，是迄今为

止主要经济体针对二氧化碳、乙醇等气体（被多数科学家认为全

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减排所采取的最为宏大的方案之一。该方案

呼吁各大企业、家家户户使用更为清洁的技术，比如风力发电机、

太阳能、电动汽车等，同时，要求可再生能源在欧洲能源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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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到 2030 年增加至 40%，而目前的比例为 20%。方案旨在遏

制欧洲所有经济领域内的污染状况，包括发电、汽车、住房、海

运以及农业。

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也在提议设立污染进口

费，至于具体细节尚不清楚。这是价值 3.5 万亿美元的气候、脱

贫以及教育框架中的内容之一，该框架得到了拜登的支持。本周，

中国计划启动一套专门针对国内企业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以期成

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使中国在全球碳排放项目涵盖下的排放量

比例翻倍。碳排放交易系统对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明码标价，

增加了产品成本，目的是提高能效、削减排放量。

周三，有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这项计划将有助

于自身实现在 2030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 年碳中和或零碳排

放的目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

定于周五举行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启动仪式邀请函已发出。

初期，碳排放交易系统将涉及能源部门中的 2225 家企业。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这些企业通过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碳

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的七分之一。中国官员表示，计划在明年将

水泥、铝以及钢铁部门纳入到该交易系统之中。知情人士认为，

中国的减排计划预计在今后会涉及更为严格的限排指标，尽管具

体实施时间和范围都尚未确定。

在未来三至五年间，中国的碳市场或将涵盖其他七大高排放

工业：石化、化学品、建材、钢铁、有色金属、制纸工业以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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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航空。碳排放权的交易是欧盟全面计划中的部分内容。这一提

议得到欧盟各国的大力支持，不过，对于具体细节的讨论，在接

下来的几个月中，各国政府和欧洲议会将会争论不休。该提议只

有在通过后才能成为法律。从法国等富裕国家（对核能的依赖使

其碳排放量相对较少）到波兰等东欧穷国（煤炭发电为主），欧

盟各国将努力弥合分歧。

此外，随着家庭能源开支的大幅增加，各国政策制定者也担

心公众对减排的支持会有所下降。法国就曾计划增加含碳燃料税

率，由此惹得司机震怒，引发反传统的黄背心抗议运动。

欧盟委员会的计划，又称《欧洲绿色协议》旨在实现欧盟在《巴

黎气候协定》下所做出的最新承诺。这项于 2015 年达成的协定，

呼吁各国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约 1.5 摄氏度以

内。欧盟已经出台法律，规定在 2030 年之前，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1990 年相比减少 55%，在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

欧洲环保团体表示，尽管欧盟计划所体现的雄心前所未有，

但仍然不足以达到《巴黎气候协定》中的全球变暖控制目标，更

无法避免干旱、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环保

团体指出，欧盟应该制定在 2030 年之前减排 65% 的目标。丹麦气

候大臣达恩 • 约恩森（Dan Jørgensen）表示，欧盟在 2030 年之前

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 40% 的目标定得过低。

拜登在 4 月份制定了增加美国可再生能源的一系列目标，包

括到 2035 年实现无碳发电。但是他所寻求的国家可再生能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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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共和党人的谈判中已经从基础设施法案里删除，这引发了关

于如何实现其中一些目标的问题。这些减排举措的推动与科学家

们不无关系，他们表示，从美国西部的热浪到北极有史以来的高温，

气候变化的影响愈发明显且更具破坏性。欧盟的提议旨在大幅加

快欧盟削减发电厂和其它工业设施碳排放的时间表。到 2030 年，

污染水平必须在 2005 年的基础上下降 61%，这比欧盟目前 43% 的

减排目标更富雄心。拟议中的措施还旨在将欧盟碳排放市场的配

额价格提高到每公吨二氧化碳至少 60 欧元，相当于 71 美元。由

于预期欧盟将收紧配额限制，交易商已将今年配额价格推高至每

吨 50 欧元以上。

欧盟计划将对进口商品征收边境税，这不仅令全球供应链不

寒而栗，还招致发展中国家谴责。该提案旨在防止所谓的“碳泄

漏”，即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对二氧化碳排放监管不严或不加监

管的国家，以避免更严格的排放限制。自行设定碳排放价格的贸

易伙伴可以在欧盟边境的产品碳排放账单中扣除这些成本。周二，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晤时表示：“一些国

家在气候变化方面制定了宏大计划，所以，完全有理由确保自身

解决碳泄漏问题。”耶伦指出，美国等以不同于欧盟方式监管二

氧化碳排放的国家仍应在欧盟体系下获得信贷。这项被称为碳边

界调整机制的税收，将由一个新的机构负责，监控进口商品的碳

含量。进口相关产品的公司需要在这家欧盟机构注册，并聘请其

他公司对其供应商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审计。这项提案令一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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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官员感到不安，而拜登政府正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美国气

候特使约翰 • 克里（John Kerry）的顾问乔纳森 • 潘兴（Jonathan 

Pershing）在今年 5 月份表示：“原则上，我不反对它的价值，但

我觉得这当中极其复杂。”

这些规定将首先适用于钢铁、化肥、水泥以及未锻铝的进口，

然后再覆盖到其他产品。进口商必须在 2023 年开始监测和报告相

关进口产品的碳含量，并在 2026 年开始支付，每公吨二氧化碳的

价格与欧盟碳排放配额市场相同。这一时间表以及美国并不是欧

盟上述四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意味着，美国企业一开始不会受到

太大影响。

一些欧洲以外的公司已经在欧盟碳税提案提出之前转移了业

务。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 PLC）是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的铝生产

商。该公司今年 5 月表示，将把其高碳资产转为一家独立公司，

以便专注于利用水电等清洁能源生产低碳铝。业务涉及汽车、金

属、航空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欧洲企业基本上对这一提案表示欢

迎，同时也指出，必须公平适用于各个工业、国内外生产商之间。

欧盟的规定已经迫使许多公司削减排放，它们不想在成本上处于

更大的国际劣势。

作者：马修 • 道尔顿和华沙，2021 年 7 月 15 日

翻译：李洁心

(https://www.wsj.com/articles/eu-to-propose-sweeping-economic-plan-to-

combat-climate-change-11626251377)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1 年第 12 期

6

（二）美联社新闻：尽管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北京

2022 冬奥会仍将如期举行

下周，一直在推迟的东京夏季奥运会即将开幕。尽管新冠疫

情形势仍不明朗，但中国方面已采取行动，力争其冬季奥运会的

筹备工作顺利进行，直到明年 2 月。本周，记者参观了位于偏远

城市张家口的滑雪比赛场馆，并实地考察了跳台滑雪、单板滑雪

和北欧两项等赛事的场地。

虽然疫情在中国境内已得到基本控制，但中国当局仍执行严

格的防疫规定。北京冬奥组委尚未宣布 2022 年冬奥会期间，运动

员、官员和教练需遵守哪些规定，以及观众能否前往场馆观赛。

场馆搭建公司的总经理贾茂亭告诉记者，“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

疫情趋势，但是我们坚信以不变应万变。无论如何，我们都将保

质保量地将场馆落地建成，期待一个好结果。”

中国还面临着外国政界人士和人权组织以所谓新疆问题为由

对奥运会的抵制。中国表示，自己提供的是自愿职业培训和反激

进主义课程，并谴责西方国家上述这一毫无根据的做法，指责其

实质是将体育政治化。中国首都北京是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

地，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冬奥会主办权的城市。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工作人员陈荣勤表示，除了临时设

施无法早早开始搭建，大部分场馆均已基本竣工。他还补充道：“我

们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更多的设施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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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搭建。”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冬奥会的主要竞赛场馆之一，以夜景灯

光秀为亮点。其赛道形状似中国传统玉器“玉如意”（寓意吉祥

如意），被亲切地称为“雪如意”。场馆内除了两条滑雪赛道外，

在坡下还有一个足球场地。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北京以西约 200 公里（125 英里），与

北京通过公路和高铁相连。冬奥期间，张家口将承办跳台滑雪、

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以及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等比赛。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2020 年东京奥运会被推迟了 12 个月，于今

年 7 月 23 日开幕，并严格限制所有参赛者。目前，东京处于紧急

状态，新冠感染病例不断增加，大多数奥运场馆不允许观众入内

观赛。

作者：佚名，2021 年 7 月 15 日

翻译：董杭

(https://apnews.com/article/sports-2020-tokyo-olympics-business-

coronavirus-pandemic-winter-olympics-bd25d7dfa889c9156bd7061a0ca569d3)

（三）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台湾将接收 1000 万剂

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新冠疫苗

周一，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和台积电表示两家公司已促成协议，

将购买 1000 万剂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新冠病毒疫苗。这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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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的交易总额可达 3.5 亿美元。数月来，台湾地区政府一直

试图直接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处购买疫苗，并对中国大陆取消

原定今年上半年签署协议的举动表示谴责。面对这一指控，中国

大陆予以否认。

上个月，台湾疫苗接种计划进展缓慢，公众表示严重不满。

迫于压力，台湾地区政府允许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以及台积电代

表就疫苗问题进行谈判。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中国销售代理上

海复星医药集团于周日表示，与上述台方两家企业已签署协议，

但其尚未透露交付时间等细节。郭台铭在脸书上表示，自己“很

高兴”能够促成这笔交易，富士康和台积电将各自购买 500 万剂

新冠疫苗，捐赠给政府，以分发给台湾市民。台积电和富士康是

苹果的主要供应商。

对此，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尚未置评，复星医药删掉了早前

其微信公号上的一份声明，该声明引用了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首

席执行官乌古尔 • 萨欣（Ugur Sahin）的话，“公司对于为台湾提

供新冠疫苗一事感到‘万分荣幸’。”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小

题大做轰动了台湾媒体，一时间占据了当地新闻头条。此外，台

湾的主要佛教团体慈济基金会也在试图购买新冠疫苗。

台湾订购的数百万支疫苗主要来自于阿斯利康（AstraZeneca）

和莫德纳（Moderna）。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将共同向台湾地区

捐赠近500万剂疫苗，以助其加快接种速度。台湾拥有2350万人口，

其中约十分之一的民众至少接受过一次疫苗接种（共需接种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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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湾已能基本控制较小规模的疫情暴发。

作者：佚名，2021 年 7 月 11 日

翻译：董杭

(https://www.cnbc.com/2021/07/11/taiwans-tsmc-foxconn-aim-to-sign-

deal-for-biontech-covid-19-vaccines.html)

（四）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经合组织秘书长称，

新一波新冠疫情是经济复苏的首要风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秘书长马赛

厄斯 • 科尔曼（Mathias Cormann）警告称，新一波新冠疫情仍然

是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风险。科尔曼同其他官员一样，也呼

吁发达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推进疫苗接种。此外，经合组织主要

议程还包括全球税收规则改革。周四，科尔曼称：“必须竭尽全力，

为世界各地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发达经济体背负特殊责任。

这不仅关乎慈善、仁慈，还关乎自身利益。唯有负起责任，才能

确保各国国民的安全健康，才能确保经济复苏持续下去。”还有

很多人像科尔曼一样担心疫情蔓延。新冠疫情持续传播，特别是

传染性高的德尔塔（Delta）变异毒株在年轻人和未接种疫苗人群

中传播，或将阻碍经济复苏。法国财长布鲁诺 • 勒梅尔 (Bruno Le 

Maire) 周二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表示：“仅新一波疫

情这一个因素就会阻碍法国经济重回正轨”。周三，世界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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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再次呼吁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分享新冠疫苗，以帮助医

疗工作者和老年人群。

全球公共卫生方面，新冠大流行可能是最紧迫的问题。但目

前，各国政府已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同样紧迫的问题上，其中

包括全球税务改革。6 月，七国集团成员国财长支持美国提案，

呼吁跨国企业至少缴纳 15％的企业所得税。该提案现已获得更多

国家支持。上周四，美国财长珍妮特 • 耶伦（Janet Yellen）宣布，

至少 130 个国家已经同意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为彻底改革国

际税收规则铺路。科尔曼表示，各国达成一致非常必要。他指出：

“全球 131 个国家已就公平缴税问题达成一致。全球化和各国经

济体数字化降低了全球税收系统效率、产生严重不公平问题；企

业没有公平缴税。各国已达成协议。一旦生效，全球化的赢家，

尤其是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就要在其盈利的市场中公平纳税。”科

尔曼认为，131 个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一致同意，全球最低

企业税率应为 15％，“因此，这为各国税收竞争划出了底线。”

爱尔兰和匈牙利等低税负国家，对该协议抱有疑虑。但科尔曼表

示，上述国家也参与了磋商。他指出：“有些国家显然起点不同。

但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包容性框架（the G20/OECD Inclusive 

Framework）139 个成员国中，有 131 个已经同意，这是了不起的

成就。”

作者：霍利 • 艾利雅特，2021 年 7 月 8 日

翻译：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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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bc.com/2021/07/08/new-covid-outbreaks-a-top-risk-to-

economic-recovery-oecd-chief-says.html)

（五）路透社：中国经济复苏放缓，投资者期待政策

进一步放宽

原材料成本上升、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第二季度

经济增长略低于预期。人们愈发期待决策者采取更多措施，支持

经济复苏。周四，官方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 7.9％，低于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调查所得到

的 8.1％的预期。由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疫情导致经济疲软，2021

年第一季度 GDP 增速一度高达 18.3%，创下纪录。随后，增长大

幅放缓。

今年 6 月，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增长放缓。工业产出增长放

缓受汽车产量大幅下降拖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作为经济增

长关键动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降温。上周，央行宣布放宽部

分政策，投资者感到担忧。但 6 月经济活动数据超出预期，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担忧。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强劲出口需求和政策支

持，已经并持续从疫情危机中强势复苏，但近月发布的数据表明，

复苏势头有所减弱。原材料成本上涨、供应短缺和污染治理政策

正影响工业活动，新冠疫情小规模暴发则限制了消费者支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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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来看，部分国家央行已开始考虑减少疫情期间的经济刺激，但

中国人民银行上周却宣布将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投资者正在观察

央行是否会推出更多宽松政策。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和 2021 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增长率为 5.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

5％平均值。国家统计局表示，2021年第二季度GDP增长了1.3％，

超过了路透调查预估中值的 1.2％。在今年第一季度，国家统计

局将去年第四季度增长率下调为 0.4%。

中国经济正从新冠病毒危机中强劲复苏，中国领导人想要使

政策步入正轨，遏制金融风险。即便如此，中国人民银行还是释

放了约 1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546.4 亿美元）的长期资金，支撑

经济复苏。这表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决策者想结束经济刺激

政策，相当困难。周一，李克强总理重申，中国不搞“大水漫灌式”

的经济刺激。

尽管如此，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均表示，今年或将有更多支

持政策，第四季度银行准备金率将进一步降低。一些市场观察人

士表示，中国的基准贷款最优利率可能最早在下周也会下调。

中国强劲的出口一直为疫情后经济的复苏起到关键作用。但

本周一名海关官员表示，2021年下半年的整体贸易增长或将放缓，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疫情的不确定性。今年，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

措施，遏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增长。今年 6 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

涨速度为 4 月以来最慢速度。这些措施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 6 月工业产出同比增长 8.3%，低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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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 8.8%。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曾预计中国 6 月工业产出同比增

长 7.8%。今年 6 月零售额同比增长 12.1%。今年 5 月零售额上涨

12.4% 之后，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 6 月零售额将上涨 11.0%。

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2021 年中国 GDP 将增长 8.6%，会是

十年来最高年增长率，远超官方增长 6% 以上的目标。中国是去年

唯一没有经济收缩的主要经济体，去年 GDP 增长了 2.3%。

2021 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6%，高于

12.1% 的预测，低于今年 1至 5月 15.4% 的增长。

作者：凯文 • 姚和加布里埃尔 • 克罗斯利，2021 年 7 月 15 日

翻译：严格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chinas-economy-grows-more-slowly-

than-expected-q2-2021-07-15/)

（六）路透社：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减半，政策支

持力度加大

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压缩企业利润，

加上新冠疫情遏制消费，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将放缓，政府或

将采取政策刺激增长。路透社综合 51 位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预

计第二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8.1%。与第一

季度破纪录的18.3%同比增速相比，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大幅放缓，

原因是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暴发，低迷的经济严重影响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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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海外需求推动出口增加，中国经济持

续复苏。然而，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供应短缺，制造业活动放缓，

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与此同时，疫情的小规模暴发同样遏制消费

者需求。野村证券分析师在一份说明中表示：“我们坚持己见，

即下半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可能会增加。”他们预计，随着发

达经济体解封，本就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将减弱，出口增长将放缓。

他们还提醒道，原材料价格飙升将遏制消费。

周五，央行决定下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即使央行试图

将政策正常化以控制金融风险，但这也同样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增

速放缓的担忧。不过，周二的数据显示，中国 6 月的出口增速远

高于预期，提供了回旋的余地。

巴克莱银行则预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两年平均增长率

为 5.0% 至 5.5%，仍远低于疫情前 2019 年的 6.0% 至 6.5% 水平。

中国统计局表示，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0%。

调查显示，按季度算，第二季度增长预计将从第一季度的 0.6% 回

升至 1.2%。

经济学家在路透调查中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8.6%，为十

年来最高水平。与之相比，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经济只增长2.3%。

最新的调查结果与 4 月的预测相比没有变化。中国将今年的年度

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6% 以上，低于分析师预期，为决策者提供了更

多的空间来应对不确定因素。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增长目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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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将放缓至 5.5%。

经济复苏显露疲态且水平不一，分析师预计政府会在今年晚

些时候推出更多措施来刺激经济活动。央行于上周五表示，将自

2020 年 4 月以来首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便在后疫情时代

刺激疲软的经济。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即银行必须持有的现

金储备量这一措施将于周四生效，届时统计局将公布第二季度的

GDP 数据，以及 6月的工厂生产、零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路透调查显示，由于经济压力持续存在且消费通胀有所缓

解，央行可能会在第四季度再次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50 个基点。

分析师预计，中国将在 2021 年底前将一年期贷款优惠利率稳定在

3.85%。自 2020 年 5 月以来，贷款最优惠利率维持不变。中原银

行驻北京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央行仍有可能进一步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但财政政策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加快支出，并

确保完成特别债券发行的配额。”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在 1至 5月净发行了 5840 亿元

（903.4 亿美元）的特别债券，占年度配额 3.65 万亿元的 16%。

特别债券主要用于资助基础设施项目。路透调查还预测，在 2021

年底之前，存款基准利率不会发生变化。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

央行一直将其稳定在 1.5%。

路透调查显示，消费通胀可能会从 2020 年的 2.5% 放缓到

2021 年的 1.5%，但在 2022 年可能会回升到 2.3%。

作者：姚凯文，2021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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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谭茜莹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chinas-economic-growth-more-than-

halve-q2-more-policy-support-seen-2021-07-13/)

（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中国经济增长稳中放缓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供应链中断，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复

苏步伐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表示，第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了 7.9%。该速度远低于中国第一季度 18.3% 的增长，而第一季度

的创纪录增速主要来自于 2020 年初疫情冲击下经济出现疲软。

第二季度的增速也弱于预期。路透调查的分析师预测，中

国经济将在第二季度增长 8.1%。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

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 • 埃文斯 • 普里查德（Julian Evans 

Pritchard）表示，中国去年初步复苏非常迅速，现在已“基本完

全复苏”。他还表示：“事实上，增速高于疫情前水平，中国经

济继续快速增长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小得多，所以受到了限制，增

长开始大幅下降。”

近月，中国经济一直显示出令人不安的迹象。大宗商品价格

一路飙升，创下记录，将工厂通胀推至十多年来最高水平；运输

阻塞、能源短缺，导致供应链中断，阻碍了工厂生产。最近，中

国南方疫情暴发，抗疫措施限制了消费和商业活动，服务业增长

放缓。周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

待会上表示：“我们面临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特别是大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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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上涨，给企业带来了沉重成本压力。”她指出，需要“妥

善应对”风险，帮助中小企业发展。

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一组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月部分行业生产

有所放缓。今年6月工业产值同比增长8.3%，略低于5月的 8.8%。

6 月汽车制造业产出同比下降逾 4%，主要原因是芯片一直短缺。

不过，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经济学家苏悦表示，国内

需求仍是薄弱环节。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零售销售增长放缓至

6月份的 12.1%，低于 5月份的 12.4%。这是今年增长速度最慢的。

苏悦称，中国第二季度 GDP 数据继续表明复苏不平衡，零售销售

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她还表示，恢复内需将是“挑战”，因

为居民仍在为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安排预算。

6 月，城市失业率稳定在 5%，与 5 月持平。但青年失业率有

所上升，到 6 月底，16 至 24 岁的青年失业率达 15.4%，而 3 个月

前为 13.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就业压力确

实很大”。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近 910 万人，创下新纪录。“必

须继续优先考虑稳就业、增岗位。”

尽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复苏正在放缓，但仍有望

超过今年设定的年增长目标。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全球市场策

略师朱超平在周四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表示 :“总体而言，中国经

济似乎正在复苏，已接近 6% 的年增长率目标。”今年 3 月初，中

国政府设定了这一年增长目标，表明经济需要回到长期经济目标

的轨道上。中国最近还收到其他好消息。周三，中国国家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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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委员会表示，中国已注射逾 14 亿剂新冠疫苗，意味着中国已为

一半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本周初，中国表示，与 2019 年同

期相比，6 月出口激增 30% 以上，说明全球对中国制造的商品需

求强劲。朱超平表示：“虽然出口增长强劲似乎不可长期持续，

但外部需求有弹性，可以帮助抵消部分国内压力，推动总体经济

增长。”

作者：劳拉 • 何，2021 年 7 月 15 日

翻译：严格

(https://edition.cnn.com/2021/07/14/economy/china-q2-gdp-2021-intl-

hnk/index.html)

（八）《国家先驱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希腊

总理米佐塔基斯通话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 • 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通话，双方在电话中讨论了投资、双边

贸易、旅游和文化合作。这次谈话正值中希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协议（2006 年）15 周年之际，该协议将中希关系从建设性接触

的层面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希文化

旅游年”（将于 2021 年 9 月开始并持续到 2022 年）是进一步加

强两国关系和促进双边旅游的良好机会。

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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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巩固东地中海地区的稳定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米佐塔基

斯表示，中国坚决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

斯问题，对此希腊十分赞赏。最后，米佐塔基斯接受了出席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邀请。

作者：佚名，2021 年 7 月 7 日

翻译：谭茜莹

(https://www.thenationalherald.com/greece_politics/arthro/mitsotakis_

speaks_with_chinese_president_xi_jinping-2840523/)

二、顶级组织与智库

（一）布鲁盖尔：对欧盟半心半意的半导体战略的提

示

欧盟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战略，以增加其在半导体这个具

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兴行业的存在感，在利用其现有优势的同时，

满足相对较低的内部需求。

作为电子设备的基本组成部分，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汽车，

半导体在产品生产中都必不可少。因此，确保半导体的稳定供应

以保障相关行业的生产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尤其考虑到当前

国际环境越发紧张，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也与军事力量和地缘

政治紧密相关。

半导体行业高度集中，属于资本和研发密集型行业，尤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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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到研发瓶颈和政治风险的影响。高端芯片的制造集中在亚洲，

由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公司双头垄断。美国和欧洲的

公司则对供应链的其余部分拥有相对垄断地位，他们对其加以利

用，开展贸易制裁。美国已经采取措施，禁止向中国的新兴科技

巨头供应芯片和组件，以遏制中国拥有自己的尖端芯片生产能力

的雄心。

美国和中国的大量投资对欧盟构成了挑战，作为回应，欧盟

已经制定目标增加生产以满足内部需求。为了增加其在这个具有

重要战略地位的蓬勃行业的存在感，欧盟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

战略，在利用其现有优势的同时，满足相对较低的内部需求。与

其将公共资金投入到对制造能力的补贴战中，欧盟应该把重点放

在输入电路和芯片设计上。然而，某一经济体指望在该行业实现

完全独立是不可能的，因此通过外交手段确保可持续供应也很重

要。最后，欧洲目前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暴露

了欧洲缺乏高科技创新环境的缺点，这个缺点应该加以改正。

作者：尼古拉斯 • 普瓦捷，宝琳 • 威尔，2021 年 7 月 15 日

翻译：谭茜莹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echtank/2021/07/14/president-bidens-

right-to-repair-order-needs-strengthening-to-aid-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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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鲁盖尔：欧洲必须实现疫苗公平

欧洲国家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疫苗接种缺口问题。疫苗接种数

据的公布应在最大程度上精细化，以便研究人员和当地决策者监

控接种进展。

3 月 21 日发布的文章比较了那些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中遥遥

领先的国家。我们观察到，导致疫苗接种率不一的原因主要是收

入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穷人由于缺乏数字技能或无法接触到基础

设施，大概率会最后接种疫苗。对此，我们警告，这一趋势可能

会在欧洲重演。

欧洲有关当地疫苗接种率的数据很少。法国的相关部门每日

公布疫苗接种率，而瑞典和比利时则是公布更为精细的“社区”

一级的数据。图表所总结的相关数据显示出这些国家最大城市的

民众收入水平和疫苗接种率之间存在极强的联系。

当局必须实现疫苗的公平分配，必要时可针对社会贫穷阶层

采取相关措施，如宣传和呼吁民众参与其中等，确保民众能够普

遍接种疫苗。目前，欧洲现有的数据已经证实了我们的担忧：欧

洲部分地区缺少强有力的措施，无法解决疫苗接种存在缺口的问

题。

不同程度的疫苗接种有着广泛的影响：那些已经经历过疫情

重创的社会阶层受到了过度惩罚；经济复苏严重受阻；疫苗护照

的合法性也遭到破坏。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欧洲国家积极采取行动，

解决疫苗接种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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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莱昂内尔 • 盖塔 • 詹雷诺和马里奥 • 马里内洛，2021

年 7 月 14 日

翻译：董杭

(https://www.bruegel.org/2021/07/fair-vaccine-access-is-a-goal-europe-

cannot-afford-to-miss-july-update/)

（三）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盟的对华战略缺

乏可持续性

近年来，欧盟对华战略主要集中在经济因素和少数成员国的

利益上。然而，欧盟内外的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中国作为经济竞

争对手的崛起，促使欧盟重新评估对华战略。

美中之间的竞争使欧盟与这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尽管

拜登政府表示，渴望与盟友“对付”中国，但欧盟对此意愿不强。

事实证明，欧盟很难平衡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它的目标是

成为世界秩序中相对中立的第三支柱。然而，这一战略既存在风险，

也基本上难以为继，不仅可能导致与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持续的

软三角关系，而且所获利益有限。

近年来，欧中关系日益紧张。在很大程度上，欧盟对华政策

受少数成员国经济利益驱动，但双方关系正变得日趋复杂。欧盟

内外政治局势紧张，使其在中国以及与中国进行贸易方面更是难

上加难，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竞争对手的崛起，也加剧了欧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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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未来全球经济地位的不安全感。

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已成为大西洋两岸关系中颇具争议的

问题，尽管欧盟对中国的类似不满也与日俱增。拜登政府热衷于

与盟友合作，对付中国，而欧盟迄今为止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愿。

除制定防御性为主的小规模一揽子措施外，欧盟在应对中国

经济挑战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时，一直以来都追求“战

略自治”。它的目标是在中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成为中立而又有

所偏颇的第三支柱。

这一战略既存在风险，又基本上难以为继。如果对战略没有

足够信心，不仅可能导致持续的软三角关系，还无法有效谋得经

济利益。欧盟仍然容易受到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政治压力。

2021 年初，中国对个别欧洲国家实施了制裁，而美国威胁要对几

个成员国实施制裁和加征关税。

欧盟与中国在 2020 年底达成的投资协议，体现了当前欧洲

对华政策面临的诸多困难。欧盟试图从深化与华经济往来中获益，

却导致与美国政治关系紧张。随后，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相互制裁

一度推迟或中断了该协议的达成，由此凸显出剥离经济和政治领

域的难度之大。

在中国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跨大西洋合作，受制于欧美双方

在个别问题上意见截然相左，其中不乏对中国采取对抗还是防御

为主的政策这样的分歧。它还受到一个事实的影响，即欧盟的自

治和主权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更多针对的是美国，而非中国。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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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双方在一些政策领域仍有合作空间，而美国政府的换届则

为实现合作提供了最佳契机。

作者：佩平 • 柏格森，2021 年 7 月 9 日

翻译：李洁心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7/eus-unsustainable-china-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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