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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报刊 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或其他电子媒体不得在 2002 年

4 月 29 日 17 时(格林威治时间)之前引用或摘引本报告的内容  

 
 

贸发会议说 美国消费者在 2001年维持了世界经济  
但在 2002年很难引发强有力的复苏 

                                                   
 

 世界经济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 在 9.11 事件之后发生严重的衰退 然而由

于美国经济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更为平衡的全球增长道路似乎仍布满疑问 贸

发会议今天发表的 200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1 称若要使复苏获得强劲势头 若

要使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其增长和发展目标方面避免困难 所有工业化国家均须对

需求给予强有力的刺激  

                                                 
1   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 (销售编号 E.02.II.D.2, ISBN 92-1-112549-9)可按 39美元的价

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优惠价为 19 美元)从下列地址获得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Sales 
Section,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fax +41 22 917 0027, email
unpubli@un.org, Internet http://www.un.org/publications or fro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Two 
UN Plaza, Room DC2-853, Dept. PRES, New York, NY 10017, USA tel +1 212 963 8302 or +1 800 
253 9646, fax +1 212 963 3489, email publications@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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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的增长在 2001 年明显放慢 从 2000 年的 3.8%下降到 1.3% 在美国

经济放慢之后 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都减速 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连带效应

也比前几次经济衰退更为严重 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减速传染到发展中国家的过

程中 国际贸易起了主要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量在 2000 年增长了 14% 而

在 2001 年增长幅度还不到 1% 就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 经济增长率为 2.1% 远

低于上年的 5.4%  

 好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 主要是在东亚和拉丁美洲 进入了衰退 中国和印度

挡住了衰退的压力 印度的增长率略高于 2000 年的水平 非洲的情况比较稳定

但增长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 贸易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使整个发展中国家在

2000 年获得的经常帐户盈余大部分化为乌有 与 1990 年代初期的衰退不同的是

发达国家放松货币政策的行动并没有导致大量资本移向新兴市场 实际上 本报

告所担心的是 1990 年代的快速增长很可能是昙花一现  

 但是 尽管向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乏力 并且在 9.11 之后又有下跌 但汇率

的形势相对稳定 主要的例外情况是阿根廷和土耳其 阿根廷的情况是 固定汇

率制度的终结伴随着更为广泛的经济危机和大幅度的货币贬值 对于使用简单的

规则来寻求持久稳定的人来说 阿根廷经验的确是嘹亮的警告  

 在 9.11 之后 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做出了协调一致的反应 但尽管

如此 只有美国的政策一直是侧重于限制经济放慢对就业和实际收入的影响 欧

元区的 稳定和增长公约 导致各国努力解决赤字问题 但对该区域的周期性地

位注意不够 同时货币政策也没有作出足够强烈的反应 虽然弱势的欧元帮助维

持了国外的需求 但从全球的观点来看 欧元区的经济政策是一种约束性的政

策 在日本 人们似乎也把希望寄托在弱势货币导致出口增加进而促进复苏上

面 但根据本报告 两个地区的持久的复苏都取决于上升的商业和消费信心 取

决于这种信心能否进一步转化为更多的投资和消费支出 单靠货币政策不大可能

产生所需要的刺激  

需要更大的消费者信心  

 全球的经济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强度 到目前为止 在相对

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和得到改善的消费者信心的驱动下 强于预期的消费支出阻止

了生产量的下降 预示着经济正出现转机 然而若要实现强力 持久的复苏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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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足够强的消费者信心 需要促使生产者确信他们需要增加投资 在这方

面 私人消费者负债水平较高和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较低 可能构成问题 此

外 如果在欧洲和日本增长缓慢的情况下 美元依然保持坚挺 那么美国的经常

帐户赤字会进一步扩大 其危险是增加了该国保护主义的压力 而美元的最终大

幅度贬值可能引起更为普遍的货币不稳定  

 由于采取了积极促进国内需求的政策 大多数亚洲国家在 2001 年第四季度恢

复了经济增长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年底也显示出了经济复苏的迹象 然而工业

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必须尽快恢复到 3% 这样才能容许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收入

保持有力的增长势头 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大幅度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

需求 需要初级商品的价格大幅度回升 需要资本流动明显地增加  

 在全球增长缓慢的形势下 改善市场准入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力可产生

有益的推动 在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上 发展中国家最初在西雅图会议上表

达的关切最终得到了承认 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使多边贸易体制更有益于发

展 根据本报告的看法 在对最终的结果进行评判时 要看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

政策选择不受过多限制的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更好的市场准入 与此同

时 更多地利用区域和融资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一部分外部制约 有助于减缓金

融不稳定 尽管如此 许多发展中国家将继续需要大量的官方金融支持 在蒙特

雷会议之后 发展筹资问题处在了更为显著的位置上 但如果没有在经济 金

融 贸易和发展等问题上的全面的协调一致 全球化带给人们的预期可能依然难

以实现  

本新闻稿也可在以下网址上浏览  
http://www.unctad.org/en/press/pressre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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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r, tel +41 22 907 5828/5365 or Alessandra Vellucci, Information Officer, tel +41 22 907 4641, fax +41 
22 907 0043, email press@unctad.org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