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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近日宣布，“脱欧”过
渡期今年年底结束后，英国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英国全球
关税”这一新关税制度，取代原来
一直实施的欧盟对外关税制度。

英国国际贸易部当天发表声
明说，“英国全球关税”是为英国经
济需求量身打造的，比欧盟对外关
税制度更简化、税率更低。

根据新的税收制度，从明年年
初开始，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

其他现行最惠国待遇政策，英国
60%的进口商品在新税收制度下享
受免关税待遇。对于未与英国签
署贸易协议的国家，将取消所有税
率低于2%的关税。

声明表示，农业、渔业和汽车
业等英国关键产业将受到保护，维
持对牛羊肉、家禽等农产品、绝大
多数陶瓷产品征收关税，对汽车关
税维持为10%不变。

声明说，为抗击新冠疫情，英

国已采取“临时零关税”做法，对部
分来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个人
防护物品和医疗设备免征关税。

英国正与最大贸易伙伴欧盟
进行“脱欧”后贸易谈判，英美之间
的贸易谈判也已开启。此外，英国
还希望与日本、土耳其等主要贸易
伙伴达成协议。分析人士认为，

“脱欧”后英国在全球贸易布局面
临时间紧、任务重等挑战。

（据新华社）

英国公布“脱欧”后新关税制度

俄联邦政府近日举行会议，讨
论并审议了国家经济复苏行动计
划草案。根据该草案，至 2021 年，
俄将分三个阶段实施经济复苏计
划，以挽救深处危机之中的俄罗斯
经济。

此项计划的第一阶段为“适
应”阶段，实施时间为今年第二季
度后期至第三季度，预期目标是防
止经济衰退继续发展并延及其他
领域。对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一
些领域要稳住形势，止住经济从最

低点继续下滑。到本阶段结束时，
居民实际收入、工业生产指数、零
售贸易营业额、服务业营业额环比
增长不得低于 0。在这个阶段，将
逐步取消部分防疫限制措施。

第二阶段为“复苏”阶段，实施
时间为今年第四季度至 2021 年第
二季度。在这个阶段，政府要确保
公民收入与经济开始复苏和增
长。在本阶段结束时，预计国家经
济应进入稳定的增长轨道，失业率
进一步降低，公民实际收入不得低

于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98%。在这
个阶段，将全面彻底解除防疫限制
措施。

第三阶段为“积极增长”阶
段，实施时间为 2021 年第三、第
四季度。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促
使俄经济的各项参数接近国家经
济复苏计划的目标，确保经济增
长态势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
实际收入稳定增长，失业率低于
5%，并实现 GDP 至少 2.5%的可持
续增长。

通过这“三步走”计划的实
施，俄罗斯希望在 2021 年年底之
前完成以下任务：居民实际工资
年增长率不少于 2.5%；低收入群
体在国民中的占比下降；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至少增长 4.5%；非原
材料、非能源产品出口同比至少
增长 5%；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至少 3%；零售行业营业额同比增
长至少 4%等。

此外，在这项经济复苏行动计
划草案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具体扶

持政策，旨在减少行政干预、减轻
企业负担，并将疫情期间实施的一
系列临时救济措施固定下来。

据悉，俄政府拟在5月25日正
式发布这项国家经济复苏计划。
此外，俄经济发展部部长马克西
姆·雷谢尼科夫将在当地时间5月
20日发布新版“三年社会经济发展
宏观预测”。届时，这项“三年预
测”将与经济复苏行动计划同步开
始正式实施。

（据《中国青年报》）

适应、复苏、增长

俄拯救经济计划“三步走”

英国国家统计局 19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英国 4月份申请失业救
济的人数环比跳涨69.1%至1996年
以来最高水平。专家认为，应对新
冠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已导致经济
衰退，英国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为严
峻的失业形势，需谨防失业上升、需
求下降、企业裁员的“失业陷阱”。

失业人数创纪录

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天发布的
数据显示，4 月份英国申领失业救
济金人数高达近 210 万人，较上月
增加85.6万人。

专家指出，该数据基本反映了
英国在疫情下就业危机发展的速
度和规模。英国复工复产刚刚启
动，尚有不少人处于工作暂停状
态，英国可能面临数十年来最高失
业率。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
霍尔丹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
时警告，英国失业率正接近 20 世
纪80年代水平。

英国央行 5 月初预测，疫情正
显著减少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失

业率可能升至9%。

政府极力保就业

疫情暴发后，英国政府动用巨
额财政出台“新冠病毒工作保留计
划”和“个体劳动者收入支持计
划”，旨在降低疫情对就业市场的
冲击，避免大规模失业。但专家担
心，计划可能与英国真实的失业形
势不相符，政策退出时甚至可能出
现新的失业潮。

3 月下旬，英国财政大臣苏纳
克紧急宣布一系列财政支持计划，
其中包括向因疫情不能工作的人
员支付其工资80%、最高2500英镑
（1英镑约合1.22美元）的就业支持
计划。该计划宣布之初的有效期
为 3 月至 5 月，此后延长至 10 月
底。专家预计，计划将使政府总计
花费约800亿英镑。

英国财政部 19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目前已有 800 万个工作岗位
通过“新冠病毒工作保留计划”得
以保留；另有 200 万人申请“个体
劳动者收入支持计划”。

英国工会联盟经济主管凯特·

贝尔表示，政府的支持计划眼下给
企业提供了保留员工的喘息空间，
但工会联盟并未忽视失业率上升
的风险。

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特雷
丝·科菲 19 日也表示，应做好英国
失业率显著上升的准备。

“失业陷阱”风险加大

今年 3 月，英国财政部与央行
在出台经济刺激措施时强调，其政
策目标在于防止短期困境产生持
久性负面影响。专家认为，在失业
率迅速上升之际，疫情也可能对就
业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破坏
性打击，形成失业率上升、企业被
迫裁员的“失业陷阱”。

伦敦大学学院助理教授文森
特·斯特克表示，当人们担心自己
的工作时，可能会引发家庭储蓄大
幅上升，进而导致商品需求下降，
企业则因需求不足被迫削减员工
数量，从而使经济陷入下行螺旋。
他警告，疫情已大大增加英国陷入

“失业陷阱”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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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2020日日，，在英国伦敦在英国伦敦，，一名工作人员站在站台上一名工作人员站在站台上

世界贸易组织20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二季度
全球货物贸易量仍将延续大幅下
滑趋势。

世贸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一
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
反映二季度行情的全球货物贸易
景气指数目前数值为 87.6，低于
上一季度发布的 95.5，是该指数
自推出以来的最低值。

世贸组织表示，该指数反映
出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仍将大幅
下滑，这符合该组织此前对全球
贸易前景的预期。4月，世贸组织
曾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可能大幅
缩水13%到32%，其最终表现将取
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抗疫措施的
有效性。

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

的编制规则，数值 100 为其基准
点。如果某一季度的指数读数为
100，意味着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符
合中期趋势预期。指数大于 100
表示该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
于预期水平，反之则显示全球货
物贸易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世贸组织 2016 年 7 月首次发
布全球贸易景气指数，通过采集
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统计数据，就
当前世界贸易的短期发展走向提
供早期信号，为贸易政策制定者
和工商界提供更为及时的国际贸
易信息。

自 2019 年 9 月开始，世贸组
织开始分别发布《货物贸易晴雨
表》报告和《服务贸易晴雨表》报
告，替代此前的全球贸易景气指
数报告。 （据新华社）

世贸组织:

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仍将大幅下滑

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
20日分别报告新冠累计确诊病例
44447 例、55983 例和 3971 例。荷
兰与卢森堡两国20日宣布将实施
新的经济救助计划。比利时媒体
20 日报道说，比利时未来经济复
苏的进程可能缓慢而渐进。

为救助因新冠疫情而陷入财
务困难的企业，荷兰政府20日公
布了总额达130 亿欧元的新一轮
经济救助计划。根据这一新计
划，中小型企业可获得最高2万欧
元的固定开支补贴。政府还将提
供1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于补
助餐饮等行业。

比利时媒体20日援引比利时

国家银行的报告认为，比利时未
来经济复苏的进程可能缓慢而渐
进，内需不足是经济难以很快复
苏的主要因素。比利时从4日开
始解禁，大部分商店重新开业。
比利时国家银行的调查发现，企
业的营业额与疫情前相比大约下
降了30%。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在20日的
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卢森堡的抗
疫形势不错，政府将在下周公布
新一轮“解禁”方案。他还宣布，
政府将启动总额达 7 至 8 亿欧元
的“经济重启”计划，尤其要为受
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旅游等行
业提供额外援助。 （据新华社）

荷兰卢森堡宣布经济救助新计划
比利时经济复苏恐缓慢而渐进

日本财务省21日公布的贸易
统计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导致全球
需求骤降，受此影响日本4月份出
口额同比下降21.9%，较上一个月
11.7%的降幅进一步扩大。至此，
日本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下降。

数据显示，受汽车及零部件
等产品出口大幅下滑拖累，日本4
月份出口额降至约 5.2 万亿日元

（1美元约合108日元）。
虽然纤维及纤维制品、医药

品进口大幅增加，但由于国际市
场能源价格下跌，日本原油、煤炭
和天然气进口额明显下降，当月
日本进口额同比下降 7.2%至 6.1
万亿日元。至此，日本进口连续
12个月同比下降。当月货物贸易
逆差为9304亿日元。（据新华社）

日本4月出口同比下降21.9%

据白俄罗斯中央银行近日发
布的信息，自20日起白俄罗斯再融
资利率从8.75%降至8%。这是今年
白央行第二次下调再融资利率。

白俄 罗 斯 央 行 同 时 宣 布 ，
20 日起隔夜贷款利率由 9.75%
降 至 9% ，隔 夜 存 款 利 率 由

7.75%降至 7%。
白央行行长卡拉乌尔表示，

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将再融资利
率降至 8%有助于维持物价稳定
和金融稳定，降低信贷成本将促
进消费和投资活力。

（据新华社）

白俄罗斯央行再次下调再融资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