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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杜静
2017年世界经济表现令人惊喜：增

速创六年来最高，复苏基础为近十年最
广泛，贸易投资显著回暖……尽管如
此，多方观察人士认为，世界经济难言
已跨越了“新平庸”、开启了“新增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尚属“温和”范畴，未
来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
要持续复苏，还需进一步发力。

审时：十年罕见好光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

济复苏持续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拉加德在 2014年采用“新平
庸”一词，预言世界经济将面临长期低
增长的复苏态势，受到国际经济界认
同。就在一年前，拉加德还在叹惜世界
经济“前景多么平庸”。如今，她呼吁各
国不要“浪费一场可喜的复苏”。

这种情绪的转变，缘于今年世界经
济超预期的复苏。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
超预期，按照 IMF最新估测，今年世界经
济增长3.6%，为2011年以来最快增速。

更重要的是，今年全球复苏基础之
广泛远超预期。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
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复苏
都很不均衡，部分甚至陷入衰退。这种

“大分化”的复苏格局已明显改观，IMF
预计今年全球75%的经济体增速加快，
为近十年来最大范围的增长提速。

同样超出预期的是，今年全球贸易
和投资迅速回暖。受金融危机重创，全
球贸易增速从2007年的7.1%降至2016
年的 2.4%。但 2017年，随着世界经济
复苏进程加快、全球总需求水平提升，
全球贸易显著回暖。IMF估测，今年全
球贸易增幅可达4.2%。另外，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估测，2017年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增长5%，而2016年为下降2%。

寻因：复苏惊喜从何来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17年世界经

济复苏的根本动力在于周期因素。同
时，企业和消费者乐观情绪带来的预期
红利，以及新技术、新业态带来新的增
长动能等，也是今年世界经济复苏渐入
佳境的重要原因。

过去一年，美国经济继续稳步复
苏。据美联储预计，美国 2017年经济
增幅有望达到 2.5%，明显高于 2016年
的1.6%。

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IMF
显得更为乐观，今年连续四次调高中国
经济增长预估值，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
的“超预期”特质。

中国经济强劲增长通过贸易、投
资、金融等渠道对全球产生积极外溢影
响。联合国报告认为，今年中国对全球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

今年，预期中的大量“黑天鹅”没
有出现，也是世界经济复苏超预期的
一个重要原因。欧洲多国选举波澜不
惊，极右翼势力暂时得到遏制；一些地
缘热点问题并未擦枪走火，地缘冲突
并未大幅升级；美联储加息可能带来
的全球资金流向转变并没有大规模
出现。

度势：难言跨越“新平庸”
那么，2017年世界经济表现是否意

味着已经跨越“新平庸”？
先看增长的力度。2017年世界经

济增速并不比拉加德作出“新平庸”论
断的 2014年高，二者都是 3.6%。实际
上，自 2011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除在
2016 年降至 3.2%外，其他年份都在
3.4%到 3.6%的狭窄区间内波动。也就
是说，今年增速与“新平庸”年份相比并
没有明显提升。

更重要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速仍
远低于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 4.2%的年
均增速。

再来看复苏的可持续性。世界大

型企业研究会特别顾问肯·戈德斯坦认
为，若从 2010年算起，世界经济复苏已
经持续 8年。如果仅从时间上看，本轮
复苏有可能随时迎来拐点。虽然低速
增长态势或令经济大周期有所延长，但
复苏基础的脆弱性也会增加各国应对
经济下降周期的复杂性，中长期看，全
球经济形势尚难言乐观。

展望：复苏期待再发力
按照 IMF预测，2018年世界经济将

增长 3.7%，到 2022年增长 3.8%。这意
味着，未来五年内，世界经济增速可能
都难以回归危机前水平。

经济学家认为，2018年，世界经济
复苏面临至少四方面的风险：一是保护
主义风险。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搞
定税改后，明年将迎来中期选举，因此
对外更有可能大打“贸易牌”“民粹
牌”。二是货币政策风险。当前发达经
济体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正在逐步收拢：
美联储持续加息并启动“缩表”，英国等
国央行跟进加息，欧、日央行计划或考
虑缩减量化宽松规模。货币政策变化
可能对各国跨境资本流动、汇率稳定等
产生较大影响。三是资产泡沫风险。
随着长期货币宽松政策释放出大量流
动性，当前一些领域已经存在资产估值
过高现象，特别是美国股市等，泡沫一
旦破灭，将可能给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
带来波动。四是地缘政治风险。围绕
朝核问题、中东问题等一些地区热点问
题的压力仍在集聚。

面对各种风险，专家建议各国要未
雨绸缪。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
布斯特费尔德认为，各经济体应抓住经
济提速的顺周期机遇推进改革，并采取
合适的政策组合以提高潜在产出，增强
经济韧性。他还呼吁各国加强全球合
作，以促进全球贸易体系发展，改进金
融监管，加强全球金融安全。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2月 18日电
（记者 吴刚）《俄罗斯报》18日刊登的俄联邦
委员会（议会上院）决议显示，俄2018年总统
选举活动即日起正式启动。

决议指出，俄总统选举将于 2018年 3月
18日举行。俄总统选举活动从 12月 18日起
正式开始，在今后 90天内，候选人将完成向
俄选举委员会提交相关材料、收集选民签名、
宣传竞选纲领、通过媒体与反对者辩论等法
律规定的相关程序。

俄联邦财政用于新一届总统选举的预算
约为149亿卢布（1美元约合59卢布）。

俄现任总统普京日前宣布将以独立候选
人的身份参加2018年总统选举。

俄罗斯实行总统制。俄宪法规定，总统
任期 6年，同一人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连
续任期，总统选举事宜由联邦委员会决定。

新华社孟买12月18日电（记者 张兴军）
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孟买一家商店18日凌
晨发生火灾，造成12人死亡。

当地媒体援引消防部门官员的话说，大
火从一层开始燃烧，当时里面的人正在阁楼
上睡觉，他们后来被高温和浓烟所困，而阁楼
不久后坍塌。

大火被扑灭后，人们在废墟中搜寻出 12
具遇难者遗体。警方目前正在确定死者身
份，并调查商店的消防措施是否到位。初步
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于电器短路引发。

世界经济跨越“新平庸”需再发力
俄启动新一届总统选举

普京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 张莹）全
球著名的波音747大型客机翱翔天空已近50
年，近来却陆续被多国航空公司淘汰。本周，
在达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完成飞行
后，该机型也将离开美国商业客运这个重要
舞台。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达美航空旗下波
音747客机在美国底特律与韩国首尔之间的
一趟往返旅程，将是该机型最后一次用于美
国商业客运飞行。这次航班本来预定 17日
从底特律启程飞往首尔，但该航班因故取消，
改为美国东部时间18日起飞，从首尔返程的
航班预计20日抵达底特律。

1969年在美国首飞的波音747客机是第
一代采用宽体机身设计的大型客机，可搭载
多达 600名旅客。它有“空中女王”之称，在
空客A380客机进入市场前一直是国际最主
流的客运机型。据“飞行国际”网站的数据，
波音公司共交付1500多架该型飞机，其中约
500架仍在服役。

目前，日本、新加坡、荷兰等国的航空公
司已彻底淘汰该机型，不过德国汉莎航空、英
国航空及大韩航空等公司仍在使用该机型。

在美国完成商业客运领域的最后一次飞
行后，波音 747机型仍将用于货运或满足少
数特殊需求，如作为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
专机等。

波音747

将告别美国商业客运舞台

印度孟买一商店发生火灾

造成12人亡

□新华社记者 柳丝 周啸天 胡晓光 石
昊赵嫣

2017年接近尾声，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天之内两次通电
话，互致谢意，令外界对俄美关系走向
充满好奇。

纵观整个 2017 年，随着美国政府
更迭，普京和特朗普的首脑外交深受瞩
目。然而，俄美关系却以“升温”预期为
起点，最终未能以“重启”为结局。

新闻事实
据俄方通报，普京 17日与特朗普

通电话，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帮助俄方及时阻止圣彼得堡恐怖袭击
图谋致谢。普京同时表示，俄情报部门
如果获得有关美国和美国公民受恐怖
威胁的情报，将无条件立即转交美方。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对普
京的致电表示赞赏，表示自己和整个美
国情报系统都对能帮助挽救众多生命
而感到高兴。特朗普强调，情报合作对
打击恐怖分子非常重要。双方领导人
认为，此事是国家间开展合作并取得积
极成果的范例。

这是继特朗普 14日晚致电感谢普
京在年度记者会上承认美国取得亮眼

经济表现后，两人在三天内第二次通电
话。两位总统还探讨了共同合作以解
决朝鲜半岛“危险局势”。

此外，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指出，
俄美有许多议题可以合作，如打击恐怖
主义、环境问题、经济问题、防止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他希望特朗普能
有机会修复俄美关系，兑现选前承诺。

深度分析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研究员李勇

慧指出，这次反恐情报合作是俄美关系
恶化以来最大亮点。当前全球反恐形
势严峻，反恐合作可视为俄美未来合作
一个重要方向，有利于俄美关系缓和。
他说，当前俄美关系正值低谷期，首脑
外交对双边关系和世界安全大有裨
益。普京善于因势利导，或可以反恐合
作为契机加强对特朗普的“好感”攻势。

然而，俄美结构性矛盾很难解决，至
少有五个障碍横亘在美俄改善关系的道
路上：一，“通俄门”调查深入，束缚特朗
普外交手脚；二，“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美
国外交更多服务于内政；三，美国国内，
包括国会两党乃至共和党内部，对俄强
硬派势力都占优；四，美俄两国在叙利
亚、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上持续博弈；五，

美国主流媒体与特朗普的对抗。这些障
碍使双方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对垒。

第一评论
通话自然是好事，说明双方都有保

持接触沟通的意愿。不过，要想缓和俄
美关系，仅靠两国领导人个人沟通远难
实现。

纵观过去这一年，俄美两位领导人
的互动可谓坎坷多舛。先是特朗普就任
美国总统后兴致满满要快速重启美俄关
系，而后G20汉堡峰会期间两人会面并
长谈，却因日程之外的“二次密会”而饱
受质疑，接下来“美国实施新一轮制裁”

“裁减外交人员风波”“通俄门”持续发酵
等一系列“拦路虎”让“特普会”在越南岘
港APEC泡汤，必须靠“偶遇”才能寒暄
……媒体和分析人士形象地给目前美俄
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冠以“邂逅外交”和

“第三条道路”的戏称。调侃之中包含几
多无奈，折射出美俄关系的复杂。

2017年行将结束，在给这一年画句
号之前，特朗普和普京连续通电话也给
来年两国关系转圜释放了积极信号。
其实，俄美在反恐、地区安全、太空合作
等问题上依然有不少共同利益，未来俄
美关系，虽难见晴，却也不会黑云压城。

普京特朗普接连通话 俄美关系难话重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