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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复苏好于预期

报告显示，基于第二季度经济强
于预期、政策支持和汇率维持在当前
水平、社交距离持续至2021年等基准
假设，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较6月预测上调了0.8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
将萎缩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经济将萎缩3.3%。其中，美国经济
将萎缩4.3%，欧元区经济将萎缩8.3%，
日本经济将萎缩5.3%，均较6月预测有
所上调。印度经济将萎缩10.3%，较6
月预测下调了5.8个百分点。

IMF肯定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发
展前景。报告说，自4月初以来，中国经
济活动正常化的速度较预期更快，第二
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中国也成为全球
贸易复苏的重要贡献者。明年中国经

济将持续增长，增幅有望达8.2%。

全球经济复苏前路漫漫

虽然复苏状况好于预期，但IMF
认为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衰退中，面
临漫长、不均衡且高度不确定的艰难
爬坡之路。

报告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5.2%，较 6 月预测下调了 0.2 个百分
点；全球经济增速将在中期逐步放缓

至3.5%左右。
就业率仍大大低于疫情暴发前水

平。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
特表示，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日趋严重，
低收入人群、年轻人和女性受到的冲
击更大。

加强政策支持和多边合作

报告说，全球经济正处于数十年
来最严重的衰退中，下行风险巨大。

为确保持久复苏，各经济体仍需采取
更多措施。

首先，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戈皮
纳特呼吁国际社会通过减免债务、
赠款和优惠融资等方式，为低收入经
济体提供支持，以促进全球经济广泛
复苏。

其次，增强政策的针对性。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各经济体应避
免过早退出政策支持，灵活且具有前
瞻性的财政政策对实现稳固复苏至关
重要。

另外，在制定政策时，应着眼于实
现更强劲、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
长。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各经济体应
提高对以绿色环保项目为代表的公共
事业的支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加
速数字化转型以提高生产率。

记者 许 缘 高 攀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3日电

被确认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韧性获IMF高度肯定
核心
提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日发布《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全年增长率有望达到1.9%，发展韧性得到

IMF肯定。

新华社联合国 10 月 13 日电
10月13日，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
会上再次成功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成员，任期为 2021 年至 2023 年。
中国对广大会员国的支持表示衷心
感谢，对同期当选的其他成员表示
热烈祝贺。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
人权，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取得
巨大成就。中国此前曾4次当选人
权理事会成员。中方将以此次当选

为契机，继续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
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深
入参与人权理事会工作，积极推进
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旗帜鲜明地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的错误做法，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
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6年3
月建立，其前身是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主要人权
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人权理事

会共设47个席位，其中亚洲和非洲
各占 13 席，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占 8
席，东欧占6席，西欧和其他地区占
7席。

联大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左右的
人权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每届
任期3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
任后须间隔一年方可寻求新任期。
中国曾在2006年至2012年、2014年
至2016年、2017年至2019年担任人
权理事会成员。

中国再次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新华社圣地亚哥10月13日电
（记者尹南 张笑然） 智利政府 13
日在总统府莫内达宫举行仪式，纪
念圣何塞矿难 33 名被困矿工获救
十周年。

2010年8月5日，智利北部阿塔
卡马大区的圣何塞铜金矿发生矿
难，33名矿工被困地下700米处，69
天后的 10 月 13 日这些矿工被成功
救出，引发全球媒体关注。该事件
被称作矿难救援史上的奇迹，后被

改编为电影《地心营救》。
智利总统皮涅拉在纪念仪式上

赞扬了救援团队和被困矿工表现出
的坚韧、勇气、团结和坚定信念。他
说，在新冠疫情带来的逆境和困难
下，33 名矿工的精神将指引智利人
民应对挑战。

获救矿工中的4人出席了总统
府的纪念活动。矿工代表路易斯·乌
尔苏亚等人则从阿塔卡马大区同活
动现场进行了视频连线。乌尔苏亚

说，被救的经历宛如重生，被困矿工
和救援人员是靠着团结互助，不放
弃希望，才完成了看上去“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根据智利矿业部的消息，圣何
塞矿难改变了智利的矿业安全文
化，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智利的
矿难发生频率和死亡率分别降低了
63%和75%。

今年起，智利矿业部将10月13
日定为全国矿业安全日。

智利纪念“地心营救”十周年

10月13日，智利总统皮涅拉（左）在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与获救矿工代表马里奥·塞普尔韦达碰肘。新华社发

世界贸易组织13日发布欧盟诉
美国大型民用飞机补贴案贸易报复
水平仲裁报告。仲裁结果显示，由
于美国政府逾期未执行世贸组织裁
决，继续对波音公司实施违规补贴，
欧盟有权每年对不超过39.9亿美元
的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实施加征关
税等贸易报复措施。

仲裁报告显示，在 2012 年 9 月
至 2015 年 9 月期间，美国华盛顿州
政府以减税手段违规补贴波音公
司，造成空客公司的飞机销售和进
出口损失。因此，欧盟有权每年对
不超过39.9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
和服务实施报复措施，以抵消美国

违规措施对欧盟造成的损失。
对此结果，欧盟委员会负责贸

易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瓦尔季斯·东
布罗夫斯基斯在社交媒体表示，欧
盟将立即与美方联系，以“积极和建
设性的”态度确定下一步行动。“我
们强烈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
题，否则将被迫保护自身利益，以适
当方式予以回应。”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当天在
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华盛顿州的
减税政策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撤销，
因此欧盟没有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
的“有效基础”。欧洲国家政府对空
客实施大规模补贴，给美国飞机制

造业工人和企业造成损害，美方将
加强与欧盟的谈判。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由来已久。
2004年，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
指控欧盟以各种形式向空客提供非法
补贴。欧盟随后也向世贸组织起诉美
国政府向波音提供非法补贴。对此，
世贸组织先后裁定，美国和欧盟均存
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
问题。2019年10月，世贸组织曾因
欧盟违规补贴空客公司，授权美国每
年对约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和
服务采取加征关税等报复措施。

记者 凌 馨
新华社日内瓦10月13日电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难解难分

世贸组织裁定
欧盟可对美国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13日电
（记者熊茂伶 许缘）世界银行13日
宣布，世行执行董事会已批准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 120 亿美元资金，用于资
助其购买和分发新冠疫苗、进行新冠
病毒检测和治疗等。

世行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
行将在2021年6月底之前提供累计高
达 1600 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发展中
国家应对疫情，这 120 亿美元是其中
一部分。

世行将为发展中国家
抗疫提供120亿美元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10月13日电
（记者左为 沈忠浩）第72届法兰克
福国际书展 13 日晚举行开幕式线上
直播。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届书展绝
大多数活动将在线上举行，为来自全
球的出版人、作家、专家学者和读者搭
建交流和分享的虚拟平台。

本届书展将持续至18日，多频道
各类线上活动共计 260 小时。同时，
来自10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400家参
展机构将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商务拓展
和推介活动。来自中国大陆的120多
家出版机构参加此次书展。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线上开幕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13日举
行“丝路电商”交流对接会。此次
交流对接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中
乌两国政府、商协会、企业界代表
等50余人在线参会。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14日公
布的预估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
整，今年第三季度新加坡经济环
比增长7.9%，结束了前两个季
度0.8%和13.2%的连续下降。

●德国联邦银行（德国央行）13
日发布的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
出，随着新冠疫情进一步发展，德
国企业破产和信贷违约情况可能
大幅增加。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14日签署总统令，批准萨德尔·
扎帕罗夫出任新总理，并批准政
府构成及施政纲领。

●据当地媒体13日报道，德国空
军与北约盟国空军本周在德国举
行联合军演，演习项目包括用“狂
风”战斗轰炸机发射核武器保卫
德国国土等。

●墨西哥北部萨卡特卡斯州安全
部门13日发表公报说，该州警方
12日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
警方在随后的交火中打死14名
武装分子。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10月13日，在位于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的一处保健服务站内，
一名男子接种流感疫苗。 新华社发

以色列接种流感疫苗

据新华社巴黎10月13日电
（记者徐永春） 法国总统府 13 日
发布新闻公报说，法德两国领导人
和经济界等人士当天举行视频会
议，商讨加强在氢能源和数字技术
领域的合作，并考虑设立由欧盟资
助的联合项目，以增强欧洲在前沿
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德
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法德两国经济部长以及一
些欧洲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当天举
行的两场关于氢能源和数字技术
的视频会议。

公报称，法德两国在氢能源和
数字技术，特别是5G和数据基础
设施领域达成合作共识，释放出欧
洲增强前沿科技竞争力的“强烈信
号”。下一步，两国经济部门将确
定具体合作项目。

法德在氢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

据新华社贝鲁特10月14日
电（记者李良勇） 黎巴嫩与以色
列14日在黎南部纳古拉镇的联合
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
司令部就划定海上边界问题举行
首轮非直接谈判。

黎方代表团由4名成员组成，
包括黎空军和海军官员以及黎石
油管理部门人员和边界问题专
家。以方代表团由包括能源部官
员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
策顾问在内的 6 人组成。联合国
驻黎巴嫩特别协调员库比什、美国

分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申克
等参加谈判。

黎巴嫩官方的国家通讯社14日
报道，当天首轮会谈持续大约一小
时，双方同意10月28日继续谈判。

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谈判双
方人员不是直接交谈，而是通过一
名联合国中间人来传递信息。

以色列和黎巴嫩未建立外交
关系。两国均坚持一片大约 860
平方公里的地中海海域属于本国
专属经济区。近年勘探发现该争
议海域蕴藏丰富天然气资源。

黎巴嫩与以色列举行
海上边界首轮非直接谈判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 13
日电（记者潘革平）海牙消息：荷
兰首相吕特 13 日晚宣布，荷兰从
14日22时起实施为期至少4周的

“局部封禁”。在此期间，全国范围
内所有餐馆、咖啡厅和酒吧将关
闭；禁止在 20 时以后出售酒类产
品以及在公共场所饮酒。

吕特说，政府还将强制要求
13岁以上民众在室内公共空间和
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这是荷

兰政府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次
强制要求民众在特定公共场合戴
口罩。此前，荷兰政府仅仅是“强
烈建议”民众戴口罩。

另据荷兰国家电视台13日报
道，荷兰报告该国首例新冠二次感
染死亡病例。

一名患有骨髓癌的89岁女子
早前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愈约
2个月后再次发现感染新冠病毒，
两周后去世。

荷兰宣布全国“局部封禁”

10月11日，在巴西戈亚斯州科伦巴，兽医救治一只在火灾中爪子受
伤的美洲豹。 新华社发

巴西救治受伤美洲豹

10月13日，一名女子打伞经过英国伦敦一家打折的服装店。英国国
家统计局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英国今年6月至8月的失
业率创三年来新高，失业人口达到约150万。 新华社记者 韩 岩 摄

英国6月至8月失业率创新高

据新华社哈瓦那 10月 13日电
（记者朱婉君）古巴政府13日宣布包
括取消双轨制货币和汇率体系在内的
货币改革初步计划。

古巴落实发展纲要委员会主席马
里诺·穆里略当天在一档广播电视直
播节目中说，货币改革将包括统一货
币与汇率体系、改革国家补贴体系和
民众收入体系。穆里略表示，古巴将
恢复单一汇率制，废除可兑换比索，保
留比索，以促进经济有效运转。

古巴宣布货币改革
初步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