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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记
者马湛 欧阳为）2018年下半年以来，全
球主要经济体复苏动力减弱，增速出
现放缓迹象，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阴
影。面对多种变数，主要国际经济组
织纷纷下调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最新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
3.7%，比此前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
点。

2019 年，世界经济增长会否像一
些分析人士担心的那样“减速”？透过
以下五大看点，今年世界经济走向脉
络可见一斑。

看点一看点一：：中国信号怎么读中国信号怎么读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
济能否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的当下持续健康发展，受
到各方关注。

深化多领域改革，推动高水平开
放——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为中国经济把向定调，致力于进一
步提升经济的“安全系数”和“信心指
数”，向市场传递了明确信号，增强了
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专家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
正面、积极的态度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将助力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更好地
发挥“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

“放眼全球，极少有经济体干得比
中国好。另外，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
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下
降，它仍保持在30%左右。”世界银行中
国局局长郝福满说。

看点二看点二：：美国经济怎么走美国经济怎么走

数据显示，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
全球几大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都呈现放
缓趋势。除德国、日本外，就连看起来
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美国，也处于随
时可能“收油”的状态。

美联储去年12月发布的预测数据
显示，2019 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2.3%，明显低于 2018 年。高盛首席经
济学家哈丘斯表示，金融市场环境趋
紧和经济刺激措施效果衰退，将成为
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驱动因素。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增速放缓无疑
会拖累世界经济增长，但其将如何影
响美联储货币政策更值得关注。日本
瑞穗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长谷川
克之认为，美国经济如果明显减速，美
联储可以放慢加息节奏，但如果通胀
率同时上升，美联储将不得不优先采
取提高利率这一手段。如此一来就会
造成过度紧缩，最终可能导致经济衰
退。同时，如果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
继续走强，可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本
币贬值、资本外流、偿债负担加重等多
重挑战。

看点三看点三：：欧洲裂变如何演欧洲裂变如何演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第62个年

头之际，曾经的“三驾马车”齐齐陷入
泥潭。英国“脱欧”在即，而“法德轴
心”则因各自国内政治原因，难以在欧
盟层面展现领导力。2019 年，预计将
有更多政治不确定性考验欧洲一体
化，并对世界经济带来直接或间接的
冲击。

德国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亨宁·弗佩尔表示，目前英国“脱欧”
前景不明，意大利与欧盟分歧凸显，
欧洲债务问题仍无妥善解决方案。
欧洲在稳定、制度和规则等方面仍
然挑战巨大，经济面临多重下行风
险。

欧洲央行预计 2019 年欧元区经
济增速为 1.7%，较此前预测值下调
了 0.1 个百分点。欧洲央行行长德
拉吉明确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因素、
保护主义威胁、新兴市场脆弱性和
金融市场波动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
存在，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正在转
向下行。

看点四看点四：：经贸摩擦如何变经贸摩擦如何变

去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经贸摩擦
骤然增多，政策风险重新上行，基于规
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被削弱，成为世界
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分析普遍
认为，经贸摩擦一旦升级，将对2019年
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IMF 警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以
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能
挫伤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引起金融
市场动荡，并导致贸易和投资减缓。
贸易壁垒的增加会破坏全球供给链，
阻碍新技术传播，最终导致全球生产
率和福利下降。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
家巴特·范阿克表示，如果不出现国际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等极端情形，未来
半年内世界经济仍将保持较为强劲的
增长势头。

看点五看点五：：债务风险如何解债务风险如何解

IMF 去年 10 月发布的《财政监测
报告》显示，全球非银行业的公共和私
人部门债务总额已达到182万亿美元，
相当于2007年水平的1.5倍，同时超过
40%的低收入经济体面临陷入债务困
境的风险。

在债务规模如此之大的背景下，
市场和企业更易受到金融环境收紧的
影响。事实上，在适应发达经济体货
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感受到了压力。这
一进程如果突然加速，就可能带来更
多挑战。

专家指出，债务风险能否得到有
效化解，是全球经济能否保持稳定的
关键因素之一。一旦债务违约大规模
爆发，不仅会导致消费与投资萎缩，造
成经济衰退，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
机。

据新华社电 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特拉西
亚科市的市长 2 日就职不到两小时，在街头遭
枪杀。

亚历杭德罗·阿帕里西奥当天上午宣誓就
职，中午步行前往市政厅开会，两名市议员和另
外三人陪同。途中，至少两名身份不明的枪手朝
阿帕里西奥等人开火。阿帕里西奥胸部中弹，稍
后在医院去世。其余5人受伤，其中一人状况严
重。

总部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南方电
视台报道，遭遇枪击时，阿帕里西奥的两年任期
只开始了一个半小时。

瓦哈卡州州长亚历杭德罗·穆拉特在社交
媒体强烈谴责这起袭击，要求州检察长彻底
调查。他说，检方报告，已经逮捕一名嫌疑
人。一些墨西哥新闻网站报道，路人抓住其

中一名枪手，准备动用私刑处决，警察赶到并
阻止。

阿帕里西奥先前在这座小城任议员，是国家
复兴运动党成员。前两天、即去年12月30日，这
个墨西哥执政党的另一名成员、莫洛雷斯州马萨
特佩克市当选议员玛丽亚·阿森茜翁·克鲁斯·洛
雷斯在家门外遭一名枪手杀害。事发时，她正要
参加就职仪式。

咨询企业Etellekt专门分析风险、政治暴力和
公共政策，前不久发布一份报告：至少6名在去年
7月1日全国选举中当选的公职人员就职前遇害；
这场全国选举期间，48名候选人和前候选人遭杀
害；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全国850名政治人
物遭袭击，其中175人死亡。

这份报告说，墨西哥一些州贫困率在全国处
于最高水平，暴力犯罪程度同样最高。

据新华社电 英国小姐妹扎伊娜卜·拉赫曼和
詹娜特·拉赫曼出生时是一对连体双胞胎，6周时
经手术分离。16年后，姐妹俩不但身体健康，还
都是学霸，一个盯上牛津大学，另一个立志考上
剑桥大学。

英国《每日邮报》1月1日报道，这对姐妹还在
妈妈肚子里时，医生经超声检测发现她们是一对
连体双胞胎，“两个宝宝心跳不错，但是不能各自
独立活动”，建议流产。她们的父母没有接受这
个建议：“不管她们是什么样，她们是我们的孩
子。”

现年42岁的父亲回忆道：“医生们说，两个人
同时存活的几率仅有一百万分之一。即使都活
下来，其中一个也可能会截肢或患病。幸运的
是，她们仅共享一个器官，而且是可以再生的器

官——肝脏。”
2002 年 12 月 1 日，这对双胞胎出生，胸部至

腹部相连。英国知名儿童医院大奥蒙德街医院
的医生在她们6周大时，实施分离手术。20名外
科医生花费 4.5 个小时完成这场手术，把两个孩
子成功分离。

现年36岁的妈妈说：“我们先前经历的一切
现在回想起来像是一场遥远的噩梦。那时我从
不敢想象会有这一天。但是看看她们现在的样
子，太神奇了！”

姐妹俩眼下就读于伦敦东部一所中学，是学
校的尖子生。扎伊娜卜希望去剑桥读书，然后到
大奥蒙德街医院当一名儿科医生。詹娜特现阶
段在学习3门语言，计划去牛津深造，成为一名律
师。

据新华社电 意大利旅游城市威尼斯政府决
定，今年7月起将向游客按天收取费用，每人每天
最高缴费10欧元（约合78.8元人民币）。

这项决定作为意大利政府2019年预算案一
部分获表决通过。今年7月开始，威尼斯政府将
向游客收取每人每天 2.5 欧元至 10 欧元（19.7 元
至 78.8 元人民币）不等的费用，用以维护威尼斯
清洁和安全。具体收费随季节变化不同。

尽管所有游客都将缴费，这项决定被认为主
要针对拜访威尼斯的邮轮乘客和其他不住宿当
地的观光客。意大利官方数据显示，每年有3000
万游客到访威尼斯，但其中只有不足三分之一在
威尼斯过夜。根据先前一项决定，威尼斯已经对

住宿当地1500多家酒店和旅馆或租借当地人房
屋的游客按过夜天数收税。

威尼斯官方估计，新增收费每年将为威尼斯
带来5000万欧元（3.9亿元人民币）收入。“清洁历
史中心并维护其安全的开销特别大，一直由威尼
斯人承担，”意大利《共和国报》援引威尼斯市长
路易吉·布鲁尼亚罗的话报道，“感谢你们从此帮
助我们保持威尼斯清洁、安全，允许威尼斯人住
得舒服。”

不过，当地一些旅游从业者认为，类似门
票的收费并不能缓解威尼斯“过度旅游”的问
题，只会把这座古城变成类似主题公园的旅
游景点。

据新华社电 野猪走出山林到居民
区觅食之类的事件在日本几乎不算新
闻。野猪在日本的数量过去几十年迅
速增加，部分原因是猎人数量减少。在
这种情况下，一些女性拿起猎枪。

48岁的锦织悦子住在离东京大约2
小时车程的静冈县热海，是当地猎人俱
乐部少数女性成员之一。俱乐部大部分
成员是平均年龄大约70岁的男性。

锦织 4 年前开始猎猪，2017 年 10
月与朋友建起野猪肉加工厂。她说，
女性加入猎猪行列可能是因为日本最
近几年开始流行吃野猪肉，认为这比
吃饲养的动物肉健康。

锦织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猎野猪
行列：“再过 5 年或 10 年，老的猎人将
退休，谁来打猎？我们必须保持这个
文化。”

按锦织说法，当地野猪数量过多，

威胁生态平衡，野猪吃掉太多植被，抢
走其他动物食物。另外，野猪啃树皮
会导致树死亡，而树对巩固土壤，防止
山体滑坡起重要作用。

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猎人
人数下降。在2015财年，日本有19万
名有执照猎人，其中绝大多数年龄达
到60岁或以上。而在1975年，日本有
51.78万名有执照猎人，其中多数是三
四十岁的青壮年。不过，越来越多女
性加入猎人行列。在截至2015财年的
15年里，女猎人数量增加3倍多，达到
4200人。

日本共同社 1 月 2 日援引环境省
数据报道，日本野猪数量 2017 年 3 月
已达到90万头左右，比上世纪90年代
初增加大约2倍。在截至2018 年3月
的一年中，76人因野猪攻击受伤，比上
一年增加12人。

1月1日，在美国纽约科尼艾兰海滨，人们参加新年游泳活动，庆祝2019年的到来。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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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市长上任不到两小时遭枪杀墨西哥市长上任不到两小时遭枪杀

英国昔日连体女婴成“学霸”

威尼斯将对游客收威尼斯将对游客收““门票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