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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袁美国出台总额约为 2
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袁以防止美
国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陷入深
度衰退遥 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财政刺激计划袁其规模相当于美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 10%左右袁这一数字也
远超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美国
推出的 7000 多亿美元刺激计划遥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院向年收
入低于一定数额的个人尧夫妻发放数
额不等的美元补贴袁 每个孩子发放
500 美元遥同时袁该计划提议建立一个
5000 亿美元资金池袁用于向企业和地
方提供流动性和救助曰向小企业和非
营利性机构提供 3500 亿美元贷款曰
向医疗机构提供 1000 亿美元资金曰
270 亿美元将用于开发疫苗尧 生产和
购买关键医疗物资等曰450 亿美元将
拨给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救灾基
金遥 该法案还允许各州暂时增加失业
救济袁并获得联邦政府对额外金额的
补偿遥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窑库德洛
表示袁该计划与美联储力度空前的宽
松货币政策相结合袁将为经济提供总

额约 6 万亿美元的支持遥 但不少分析
人士认为袁该计划短期内可以缓解流
动性困境袁但如果短期内新冠肺炎疫
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袁将很快需要后
续措施为其野补台冶遥

巨额刺激计划出台袁市场反应积
极遥 但美国叶外交政策曳发表评论认
为袁尽管市场出现反弹袁但该计划可
能不足以缓解疫情导致的经济活动
突然中断带来的影响遥 美国公共电视
频道评论称袁该计划难以避免经济衰
退或失业率再次飙升遥 就在该计划签
署前一天袁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袁3 月 21 日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
数达 328.3 万袁 较前一周激增 300.1
万人遥 美联储官员警告称袁第二季度
美国失业率可能高达 30%遥

英国叶经济学人曳杂志刊文指出袁
这一刺激计划旨在帮助经济以最快
速度反弹袁 但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提
是有效遏制疫情蔓延遥 耶鲁大学高
级研究员尧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
席史蒂芬窑罗奇对本报记者表示袁美
国政策重点需要转向对疫情的高度
关注遥 野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

策的支持应更多用于控制和减轻疾
病的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遥 现在美
联储和美国政府推出的货币政策和
财政政策聚焦的是疫情带来的后
果袁而不是问题的根源袁并不能减少
感染病例遥 冶

叶华盛顿邮报曳援引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窑赖特的话说袁
计划中没有包括为全球援助提供更
多资源袁国会没有在这方面更多努力
野令人深感担忧冶遥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将以
野闪电般冶的速度执行该计划袁但还是
引发了外界对执行速度的担忧遥 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尧哥伦比亚大学经济
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说院野我担心我们
是否有能力在两周或两个月内袁把支
票送到每个人手中遥冶 此外袁此次计划
涉及资金约占美国政府 4.7 万亿美元
年度支出的一半袁长期来看可能推高
美国政府业已高企的赤字袁可能需要
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弥补遥 有
美国媒体评论称袁疫情将考验美国政
府承担债务的极限遥

吴乐珺

3 月 31 日 袁
在韩国大邱 袁一
名小学老师为远
程授课做准备遥
韩国 31 日宣布袁
受疫情影响 袁全
国中小学从 4 月
9 日起分批线上
开学遥 韩国疾病
管理本部 3 月 31
日发布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袁截至
3 月 31 日 0 时袁
韩国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累计已达
9786 例袁 其中死
亡 162 例袁 治愈
5408 例遥

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 月 31 日
说袁 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面临
的最大考验袁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袁共同应
对遥 古特雷斯当天通过视频发布了联合国
叶共担责任尧全球声援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社会经济影响曳报告遥 古特雷斯说袁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重新评估 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袁宣布全球经
济进入衰退期遥因此袁报告呼吁全球应对疫
情的投入至少应占全球总产值的 10%遥

绎俄罗斯国家杜马渊议会下院冤和俄联
邦委员会渊议会上院冤近日通过法案袁赋予
俄联邦政府在必要时实施紧急状态的权
力遥按照相关程序袁当天国家杜马首先三读
通过法案袁随后联邦委员会通过法案遥根据
该法案袁 联邦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有权在俄
全境或部分区域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或高度
戒备状态袁 政府还有权制定在实施紧急状
态或高度戒备状态期间所有人必须遵守的
行为规则遥联邦委员会指出袁赋予政府实施
紧急状态的权力是为了应对出现新冠病毒
大规模传播的紧急情况遥

绎日本政府 3 月 31 日说袁首相安倍晋
三与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今后将避
免同时出席会议袁 以降低同时感染新冠病
毒的风险遥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明宏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袁日本政府新冠肺炎疫
情对策本部今后会议中袁 麻生将不参加袁
正考虑其他会议是否也采取这种做法遥 日
本政府 26 日依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特别
措施法设立疫情对策本部袁安倍担任本部
长遥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袁政府方面要求袁
媒体采访疫情对策本部会议时袁原则上一
家新闻机构只派一名记者袁且佩戴口罩遥

绎多名消息人士披露袁 美国已经在伊
拉克基地部署野爱国者冶导弹防御系统袁以
保护美军免受伊朗导弹袭击遥 法新社 3 月
30 日以美国一名国防官员和伊拉克军方
一名消息人士为来源报道袁 美军上周在伊
拉克西部阿萨德基地部署一套野爱国者冶导
弹防御系统袁目前正在组装遥那名美国官员
说袁另外一套野爱国者冶部署在伊拉克北部
埃尔比勒基地袁还有两套目前在科威特袁将
运抵伊拉克遥

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 意大利一些
民众无钱购买食物袁 南部欠发达地区出现
盗抢事件遥为帮助民众渡过难关袁意大利政
府上周末宣布总计 47 亿欧元的应急新措
施遥总理朱塞佩窑孔特呼吁欧洲联盟尽快采
取一致的财政措施袁支撑整个地区经济遥

绎日本媒体近日披露袁日本及其他 10
个国家将就军售不按时交货和迟迟不退多
付的货款与美国政府交涉遥 共同社援引多
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袁 美国对外
军售计划允许向盟友出口先进武器装备袁
买家依据美方给出的估价先付款遥然而袁买
方付了钱袁美方时常交货迟缓袁拖延退回超
出实际费用的钱款遥截至 2018 财政年度结
束袁 美国对日本军售累计有 132 件未交货
案例袁总金额达到 326 亿日元渊约合 3 亿美
元冤曰拖欠应退超付货款为 493 亿日元渊4.6
亿美元冤遥

绎位于荷兰拉伦市的辛格博物馆 30
日宣布袁荷兰画家梵高 1884 年画作叶纽恩
南春天里的牧师花园曳30 日凌晨被盗遥 调
查显示袁 盗贼在当地时间 30 日凌晨 3 点
15 分破门而入袁当警察听到报警器响赶到
现场时袁盗贼已经逃离遥受荷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袁 辛格博物馆此前一直处于关闭
状态遥没有其他画作失窃遥目前警方正在全
力调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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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表示袁
做好国内防控尧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是中国政府的首要责任袁 把 14 亿
中国人民保护好袁本身就是对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的巨大贡献遥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袁
当前袁中国的疫情并没有结束袁外防
输入尧内防反弹的压力很大袁对相关
医疗物资的需求也很大遥 做好国内防
控尧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是中国政
府的首要责任遥 把 14 亿中国人民保
护好袁本身就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的巨大贡献遥

华春莹说袁中方也在积极为有需

要的国家提供防疫物资遥 中国政府已
向 120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
了包括普通医用口罩尧N95 口罩尧防
护服尧核酸检测试剂尧呼吸机等在内
的物资援助遥

她说袁中国地方政府已通过国际
友好城市等渠道向 50 多个国家捐赠
医疗物资遥 中国企业向 10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资遥

华春莹说袁有些国家通过外交渠
道向中方提出了商业采购协助请求袁
中方向他们推荐了有资质的出口商遥
已有 30 个国家和 2 个国际组织同中
方出口商签署了包括口罩尧 防护服尧

核酸检测试剂在内的商业采购协议遥
还有很多国家的采购商正同中国企
业进行洽谈遥

华春莹说袁随着中国企业复工复
产袁中国企业将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
提供更多的物资支持遥 中国政府也会
继续为各国来华采购提供支持和必
要便利遥 中方也希望和欢迎各国企业
加强合作袁共同维护全球医疗物资产
业链的稳定遥

她说袁在中国 N95 口罩也是紧缺
物资袁野我们把 N95 口罩都留给了那
些战斗在最危险岗位尧最容易受感染
的医护人员遥 冶 马卓言

疫情将考验美国政府承担债务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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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14 亿中国人民保护好，
就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