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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或将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经历一次“重大转变”： 

 美中角色转换，全球增长贡献者的易位： 全球宏观经济局

势已见证了美国经济的减速势头，从2018年2.9%的增长

率，到2019年的2.5%，再到2020年的1.7%。与此同时，

得益于一系列积极刺激计划（规模达4.15万亿人民币，占

G D P 的 5 % ） ， 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 仍 可 维 持 相 对 稳 健

（+6.4%）。正因如此，我们预计中国将在2019和2020

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 

 央行货币政策转换，重投宽松鸽派：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政

策均在转变风向。在经历了普遍收紧阶段后，通胀率的降

低让各大央行纷纷重归扩张性态势。多数央行，包括美联

储和欧洲央行在内，已调整为更为融通性的姿态。  

 不确定性转换，贸易风险可能有所降低： 今年，全球贸易

可能面临巨大变动，在经历了2018年因中美关税争端导致

的风险积聚令全球贸易增速减少0.45个百分点后，如今贸

易面对的不确定性有所降低。中美贸易谈判预计会出现积

极成果，这将对全球贸易和增长起到稳定作用。  

 

可从这三大因素的组合中获益最大的无疑是新兴市场，我们预

计其将成为2019到2020年期间的主要赢家。这次“重大转

换”对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出口驱动型经济也是一大利好，

这些国家因为中美贸易战以及特朗普总统威胁对汽车进口加征

关税已焦头烂额。例如德国在2018年下半年陷入了产业衰退，

而如今最糟糕的时刻应该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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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y/y 
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与2018年同比增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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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 

自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新闻就围绕着

4大主题：美国政府漫长且非理性的关门

；欧元区增速的急速下滑；2018年末清

理库存后全球证券市场（尤其是新兴市

场）的复苏；以及中国当局出台一系列

新的财政刺激计划。所有的这些因素为2

019年全球经济的“重大转换”铺平了道

路。  

美中角色转换，全球增长贡献者的易位  

自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美国国债增加

了2万亿美元，预计平衡预算最早还要到

2034年。加上国会史无前例的党派分歧

，令我们对其混乱不堪的预算谈判难抱

希望，这也将导致新一波政府关门，还

有美国国债在今年底可能被降级也将带

来威胁。这一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会从2

019年第三季度起影响投资周期，并在2

020年上半年令美国经济陷入停滞。我们

预计美国经济增速年同比2019年降为增

长2.5%，2020年进一步降至增长1.7%

，与之相比的2018年该指标为增长2.9%

。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2019和2020年得

益于有力政策组合的实施可实现较缓慢

的减速，这些政策的初衷主要就是支撑

内需。与以往的扩张性政策不同，最新

出台的刺激计划更加聚焦于特定领域，

也更为平衡，其中48%的金额基于减税

，其余52%则基于基础设施支出。相关

货币措施可提升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存

款准备金率降低），增加银行资本，支

持其他受监管放贷方（如金融市场），

并让资本配置向私营行业倾斜。尽管由

于全球贸易增长弱势，加上私人消费增

速缓慢，2019年第一季度可能令人失望

，但该年剩下的时间内，随着政府的刺

激计划开始落实，我们应能看到经济的

适度复苏。  

我们预计2019年下半年经济增长会略微

加速（从第一季度的增长6.2%，到第三

第四季度的增长6.4%）。这将令中国在2

019年对全球经济增速的贡献持续达到1

个百分点，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刺激计划的预计影响可从中国对

实体经济的合计融资与贷款批准指数之

间的强相关性体现出来。尽管当局对信

贷政策维持适度节制的态度，但贷款批

准的速度明显反映出总社会融资的增长

前景。我们分别计算了中国过去类似规

模的刺激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并得

出在预算推动后，未来三个季度范围内

其对全球经济有0.15个百分点的积极贡

献。 

经济洞察 来自：裕利安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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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货币政策转换，重投宽松鸽派  

今年的货币政策有两大根本性转变。首

先，美联储在2月主张，在货币政策正常

化的过程中应有“耐心”，并宣布其资

产负债表要回到危机前水平是难以想象

的。这一重新定向是在全球贸易充斥不

确定性，政府长期关门（美国经济历史

中最长的一次）以及相应高级指标调降

的背景下发生的。3月，杰罗姆·鲍威尔

证实，在2019年可能不加息。同时，美

联储也确认其缩减资产组合的步伐将会

放缓。  

在3月会议上，欧洲央行的政策公告更是

出人意表，其宽松程度甚至超出了已经

对此有所预料的市场预期。基于宏观预

测，尤其是对2019年前景大幅下调的现

状，欧央行已调整其前导方针，核心利

率在2019年剩余时间内不再调升。此外

，还宣布启动新一轮TLTRO（定向长期

再融资）操作，以应对借款条件的任何

收紧（鉴于欧元区银行的融资在2019年

中会出现断层），确保货币政策传输通

道的正常运作。 

美联储和欧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放鸽

”的行动不是孤立的，这一点在我们的

指标中可清晰看出，该指标计算的是38

个不同国家官方利率的平均值。指标清

楚显示，从2018年11月，全球货币政策

的大方向出现拐点。  

我们预计，鉴于全球通胀率下降，其他

主要央行将会依样画瓢。我们认为，全

球CPI通胀率在2018年10月已达高点（

最新数据为2018年11月），而我们的全

球通胀压力指数也证实了未来数月全球

通胀率会适度降低的预测。 

我们预计，美国CPI通胀指数在2019年

平均年同比为1.8%，2020年为2.1%；

核心通胀率在2019和2020年均稳定在2.

2%。在此背景下，加之对美债可维持性

的强烈质疑，预计联储在2020年第一季

度前不会轻言降息。与此同时，随着预

计2019年10月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企稳，

美联储也已放慢了压缩资产投资组合的

步伐。 

在欧元区，内忧（增长低于潜在预期，

核心通胀率升势极为平缓）外患（随着

美国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进入技术性衰

退，美联储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之下

，欧央行不得不进一步将其危机后利率

调升期延后到2020年秋。  

不确定性转变，贸易风险可能有所降低  

我们预估，关税争端在2018年将全球贸

易增速拉低了0.3个百分点，而贸易谈判

相关的不确定性又带来0.45个百分点的

下调。所以总体来看，贸易冲突的影响

十分强烈。我们预计2019年将是迎来终

局之年，中美乃至欧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会迎来积极成果（即使特朗普总统会以

咄咄逼人的态势重启与欧洲谈判也是如

此），这与我们预测的“贸易竞争”（

见我们的经济洞察报告《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竞争、贸易争端还是贸易战？》

）情境相吻合。贸易不确定性的降低将

有助于全球贸易增长在经历2019年第一

季度的颓势后，在2019年剩余时间回归

常态。总而言之，由于上半年美国贸易

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全球商品与服务

贸易增速将减至+3%（2018年为3.8%

）。不过我们预期随着中美紧张局势缓

和，中国的刺激计划落实，今年下半年

状况会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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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世界平均官方利率（％） 图2：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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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正经历一场比预期更长的经济增长疲软

，在德国，面临的问题是产业衰退，在法国

，是消费者信心的小幅震荡，而在意大利，

则是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导致的内需衰退

，只是目前还较为温和。除此以外，中美之

间的贸易争端预计会对2018年欧元区的增

速带来近0.2个百分点的下调，其影响力与

英国脱欧相当。最后，意大利和法国的信心

冲击估计会对整个地区的增长带来约0.2个

百分点的下调。  

 

不过，在以下五大主要因素带来的重大转变

作用下，欧洲应可否极泰来： 

(1)在通胀率相对较低的情势下，实际工资稳

步增长；(2)2009年来首次积极的财政推动

对实际GDP增速有增加0.2个百分点的贡献

；(3)极为融通的货币政策姿态，让再融资率

在2020年底前维持在极低水平；(4)中国下

半年需求提升，以及(5)关键风险（如中美贸

易争端升级、美国对汽车进口加征关税，以

及英国硬脱欧）未能兑现使经济信心有所回

升。  

 

 

 

德国 

2018年，雄心勃勃的德国经济经历了大幅

减速。这一欧洲最大经济体的一些关键特点

，包括依赖出口、高开放度、工业占比较大

、汽车行业主导性以及出口目的地相对集中

（中国和英国占到其近15%的出口），在20

18年的全球环境中是不利的，因此德国在去

年下半年陷入产业衰退之中。尽管2019年

初的相关数据指标依旧参差不齐，但我们认

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期望汽车行业立

即实现V型复苏是不切实际的，但确实有一

些令人鼓舞的稳定化迹象。随着2018年积

压的库存清空，我们预计生产会在将来几个

月逐步重启。此外，随着中国的刺激计划开

始落实，重大转换实现，我们预测全球贸易

逐步止跌回稳。由于2019年初的工业态势

较弱，我们预计德国经济在今年仅有1%的

增长，不过在2020年增长率可加速至增长 

1.4%。  

 

 

 

 

 

法国 

法国仍受到2018年收入增长匮乏的影响，

且需求也受到较多削弱，私人商品消费仍低

于2017年11月的峰值。但是，我们预计其

季度同比增速会从2019年第二季度起恢复

到+0.4%，迎来经济逐步复苏。其中一半功

劳归于购买力活跃度提升（2019年增长1.9

%），以及低通胀（2018年为增长1.8%，2

019年为增长1.3%），和财政推动（增长0.

5个百分点）的共同结果，还有一半则是外

需驱动所致（德国和中国的消费者导向财政

推动）。 

 欧洲经济将从“贸易正常化”中获益 

经济洞察 来自：裕利安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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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由于外部遇冷加上内部压力，意大利经济前

景难言乐观。因此，这次的重大转换会为意

大利经济带来许多急需的外部支持。首先就

是中国经济的再加速，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

贸易企业稳定，这些可在2019年下半年提

振对意大利出口的需求。此外，欧洲央行更

加趋于鸽派的立场以及其通过新一轮TLTRO

融资对欧元区银行施以援手的举动，对意大

利而言都是利好消息。欧央行货币政策正常

化步伐至少延至明年，将会缓解对意大利政

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且随着投资者继续

寻求收益，也会支撑对意大利政府债券的需

求。与此同时，较为廉价的欧央行贷款有助

于意大利借贷条件维持宽松。我们预计意大

利GDP在2019年增速增长0.2%，2020年增

长 0.4%。  

 

英国 

尽管在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延长期内，不确

定性有所降低，但脱欧期限的延长对英国经

济却是个坏消息，其2019年增长率仅为增

长1.2%。 

由于对政府是否会“不惜代价”避免硬脱欧

结局尚无法律约束，企业只能继续囤货。到

年底，库存对其财务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企业破产数预计继续攀升（2018年增长10

%，2019年增长9%）。在延长期内，我们

预计英国会对软脱欧方案（永久关税同盟）

建立共识，但也不能排除举行二次公投或提

前选举/梅首相辞职的情形发生。   

总的来看，我们预计欧元区在2019年下半

年有一个短暂的回升期，不过随着英国陷入

技术性衰退，且中国刺激措施的效果开始减

退，到2020年上半年又将丧失动力。因此

，整个地区在2019年平均季度GDP增速同

比将回到增长0.3%，低于其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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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货币政策转为温和、中国强力财政刺激

计划的实施、通胀的全球性降低，以及贸易

不确定性的逐步缓解，这些对新兴经济体来

说正中下怀。这些国家的定位可从重大转换

带来的稳定环境中获益最多。  

 

新兴欧洲地区过热风险降低 

新兴欧洲地区整体会在2019年经历周期性

下调，2020年则会有适度反弹。然而， 

区域的下行趋势的衰退可由价格压力的平易

而有所缓和。在中欧，通胀率已回归甚至低

于央行的目标区间；在俄罗斯，尽管因为增

值税上调导致通胀率暂时抬升，但也在掌控

之下。作为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共同特征，这

些国家也可维持较为融通的货币政策，并在

贸易不确定性降低的情况下实施软着陆。总

体而言，新兴欧洲地区的经济增速预计从20

18年的增长3.1%降至2019年的增长1.7%，

2020年又回升至增长2.5%。 

 

 

拉丁美洲 

在拉美，国内形势预计对于新政府会更具挑

战性，而这次重大转换的三个方面将会作为

稳定性因素发挥作用。在2018年，美联储

货币政策的收紧对于多数脆弱的新兴经济体

是一大制约因素，这些国家如出现政策失误

，其货币势必面临巨大压力。这一次，美联

储的缓和态势可使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那些

新政府上台的国家以自身步调继续推进改革

而无需立即受到市场的惩罚。 

但是，由于硬数据令人失望，政策进展拖沓

，加之财政刺激空间有限，地区将来走势还

有待现实检验。 

在巴西（2018年增长1.1%，2019年增长2

%，2020年增长2.5%），私人消费前景只

是略微有改观。 

墨西哥的增长率被限定在+2%，这意味着A

MLO总统难以兑现其竞选承诺。  

在阿根廷（2018年为下调2.4％，2019年为

下调1.5％，2020年为增长2％），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市场参与者和选民将仔细审查

经济的缓慢再平衡。通货膨胀仍然很高（50

％），尽管Macri在10月份仍有较大可能连

任，但庇隆主义反对派的动向也需要加以关

注。  

 新兴市场  

将成赢家  

经济洞察 来自：裕利安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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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因为该地区密集整合的供应链和各国重要的

贸易关系，中国经济的任何动静都会对亚洲

其余地区造成巨大反响。因此，中美贸易紧

张局势的缓和是极为重要和积极的消息。此

外，在新兴亚洲，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有助于

将增长率维持在体面的水平。通胀压力有所

缓解，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更大，这也

是我们所说的重大转换的第二要因。印度已

开始将政策利率削减25个基点。我们预计到

今年年底，地区内部分央行也会亦步亦趋（

马来西亚、印尼均下调25个基点）。在地区

内发达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澳大利亚等），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是增长

的关键驱动力，此外中美贸易关系的重归常

态也至关重要。 

 

 

中东  

重大转换不仅会为全球贸易编织安全网，也

可防止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能源价格的骤

起骤落。我们预计2019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大

体稳定在68美元每桶。美联储不会采取激进

货币政策这一点对本地区也很重要，因为地

区内国家的货币多与美元挂钩，其货币政策

也随美联储而动。所有这些因素的合力，可

以缓解欧佩克通过原油产量削减协议对经济

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地区年增长率预计从2

018年的增长1.5%小幅下调至2019年的增长

1.2%，并在2020年略微回升至增长2%。  

 

 

 

 

 

 

非洲 

在非洲，那些增长率尚未也难以回归到2014

年水平的经济体与那些经济势头总体维持不

变的经济体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前一个阵

营主要为关键大宗商品出口国（烃类、工业

金属），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其面临国内

挑战。本次重大调整可以减轻这些经济体承

受的压力。与此同时，主要改革派国家则会

从其改革成就中获益（2019年东非经济增速

达到增长6.7%），尤其是那些低收入或较低

中等收入国家，如科特迪瓦和肯尼亚（我们

的分析预示其商务环境在这一季度评级有所

提高）。这些经济体将有能力进行投资并增

加自身股本。  

21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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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前瞻性陈述的注意事项： 

 

本文陈述的内容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其他前瞻性论述，这些预测基于管理层当前的观察角度，所用的假设中存在已知和未知的风

险以及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实际结果、表现或终局与本文明确或隐含的表述出现明显差异。导致实际结果、表现或终局可能与前

瞻性陈述明显不符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i）总体的经济情况，包括裕利安怡集团核心的业务和核心市场所在的经济情况， 

（ii）金融市场的表现，涉及市场波动性、流动性以及信贷条件， （iii）已投保损失的频率和严重性，包括自然灾害和损失的后续

发展，（iv）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水平和发展趋势，（v）持续性水平，（vi）尤其是银行业信用违约的程度，（vii）利率水平，

（viii）汇率，包括欧元兑美元的汇率， （ix）法律和法规的变化，包括税收法律法规（x）收购包括相关整合问题以及重组措施造

成的影响，（xi）各种竞争性因素，具体个案基于当地、地区、国家和/或全球的相关因素。由于恐怖主义活动及其影响，很多相关

因素出现的可能性更大，或更明显。 

 

不承担更新义务 

 

公司不会承担对本文所包含任何信息或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的义务，或是保留任何法律要求披露信息的义务。  

Director of Publications: Ludovic Subran, Chief Economist 

Euler Hermes Allianz Economic Research 

1, place des Saisons | 92048 Paris-La-Défense Cedex | France 
Phone +33 1 84 11 35 64 |  

A company of Allianz 

 

http://www.eulerhermes.com/economic-research 

research@eulerhermes.com  
 

 
euler-hermes 

 

eulerhermes 

http://www.eulerhermes.com/economic-research
mailto:research@eulerhermes.com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euler-hermes/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euler-hermes/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