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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刺激拯救美股 特朗普复活节要复工？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5日15时46分，美国新
额资金已经就位，特朗普也放话希望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之前重新开启，虽说这番表态引起“众怒”，但特朗普的逻辑早已再清晰不过：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
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55225例，累计死亡801
罢，一切刺激计划能够起效的前提都是经济活动得以重启，而经济活动重启也有一个前提，即疫情能够得以控制。
例。从17日的5000余例确诊病例到现在的破5
万，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星期之内，美国确
诊病例翻了1
0倍。
荩 2500亿美元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格丽特·哈里斯24
拉锯战结束
日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大流
用于直接支付给个人和家庭
彻夜长谈之后，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
行的下一个“震中”。此前，哈里斯在电话采访
荩 3500亿美元
划终于避开了“夭折”的命运。“我们达成了协
中表示，全球新增长的病例85%都来自欧洲
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白宫立法事务主
国家和美国，其中40%来自美国。
用于小企业贷款
任埃里克乌兰在25日凌晨1点左右如此说道。
如今，随着疫情的爆炸式增长，美国也
CNN报道也称，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
到了不得不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了。
首先是
荩 2500亿美元
奈尔预计将在当天上午宣布已就该计划达成
医疗物资紧缺的问题，CNBC此前报道称，美
协议。至此，关于这项协议长达5天的拉锯终
国的国家药品和医疗用品紧急储备只有约
用于失业保险福利
于有了出路。
1200万只医用级N95口罩和3000万只外科
2万亿美元的具体用处尚未公布，但CNN 荩 5000亿美元
口罩，但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估计，如果
报道称，在过去24小时内，经济刺激计划的内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一年，美国将需要35亿只
容逐渐清晰：其中，25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
口罩。
用于向陷入困境的公司提供贷款
给个人和家庭，3500亿美元用于小企业贷款，
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已经出现，包括失业
美元
荩
1300亿
2500亿美元用于失业保险福利，5000亿美元
率飙升、制造业停滞、消费下滑等。不久前，圣
用于向陷入困境的公司提供贷款，750亿美元
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刚
用于为受灾严重的医院提供资金
用于医疗救助。不过也有媒体称，2万亿美元
刚预测，由于公共卫生危机而实施的防控措
的经济刺激中包括2400亿美元的医疗救助和
施，美国二季度的失业率可能达到30%，其
荩 1500亿美元
750亿美元的医院援助。
GDP将前所未有地降低50%。这一水平将超
★注：CNBC称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中
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早在前一天，敏锐的
越大萧条时期24.5%的失业率峰值，并且是金
用于因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陷入资金短缺的州和地方政府
2400亿美元用于医疗救助，750亿美元用于医院援助
市场就已嗅到积极的信号，彼时，美联储宣布
融危机时期的3倍。
无限量QE，随后有美国议员称，已经接近就
一直以来，低失业率都同高涨的美股一
一项大规模抗议救助计划达成一致，受此消 如果其中有2400亿美元加上750亿美元左右 “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到期后，他将重新评 弹的速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期。按照他的说法， 样，是特朗普引以为傲的政绩，但在新冠肺炎
息影响，美股在经历了十天4次熔断的低谷之 的费用投入到医疗系统，这部分资金应该足 估是否要呼吁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他反复谈 如果这个早期指标正确的话，经济可能会在 疫情影响下，美股十年牛市彻底终结，失业率
后出现暴涨，道指收报20704.91点，大涨2113 够应对疫情，但对经济方面的作用，可能还需 到长期的经济停摆将对国家造成的危害，“这 “数周内”重启，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可能在明 飙升，在距离2020年11月的大选越来越近的
点，涨幅11.37%，创下了1933年以来单日涨幅 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日子里，特朗普不可能不心急。所以也就有了
种治疗方法比问题还糟糕”，“ 如果我们允许 年初回到创纪录水平。
最高记录；标普500指数报收2447.33点，涨幅
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有更多的人死亡”。
但孙立鹏预计，美股还会继续往下走，因 后来一轮接一轮的大笔经济刺激计划，有了
9.38%；纳指报收82.99点，涨幅13.9%。
但特朗普呼吁复工的说法一出，瞬间就 为疫情对美国的经济冲击还在，美股的泡沫 特朗普催促复工的心急，在特朗普的逻辑里，
特朗普催复工
此前由于尚未商讨一致，这一大规模的
招来了猛烈的批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也还没有挤完，刺激计划只是提振信心，真正 只有全员复工，美联储的无限量QE乃至2万
从目前已知的刺激内容看，对企业的帮 警告称，在科学家建议前，不要试图重新开放 作用到经济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不过如果疫 亿美元的刺激政策才有用武之地。只是外界
刺激计划两度搁浅，因此美股三大股指期货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当时，民主党认为，共和 助仍旧占了大头。几天前，全球最大的对冲基 企业并结束破坏经济的社交隔离。美国前副 情后续控制不力，美国肯定还会再次追加相 始终担心的都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疫情是
党将企业优先于民众，方案包含对大型企业 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还提到，美国公 总统、如今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也驳斥 应的修补措施，目前来看，在医疗救助方面两 否能够控制得住。
司或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损失4万亿美元。现在 称：“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确保我们 党的分歧还是很小的，更多的分歧实际上聚
的救助，却没有对工人的保护。
孙立鹏预计，美国一二季度经济可能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 看来，刺激计划已经跨过最后一道门槛，2万 的经济而让人们去死。”
是无法转好，后续要看三季度疫情控制的情
焦于救助大企业方面。
员孙立鹏称，2万亿美元的刺激规模已经达到 亿美元援助也已经就位，这时候，特朗普便把
巧的是，摩根大通的高级策略师Marko
况，四季度可能出现反弹。刺激计划有一定的
了美国GDP的10%，相比起来金融危机期间 目标瞄向了复工。
作用，美国经济不会就此一直“烂下去”，但一
Kolanovic刚刚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称，美
疫情新
“
震中”？
“我希望在复活节之前开放。”在24日接 国全国范围内采取的社会疏离措施已经显示
的刺激规模也就占到GDP的2%，可以看出这
切的前提是，现在的刺激措施对应对疫情来
一轮刺激计划的力度和规模都是足够大的。 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特朗普如此说道， 出成功的迹象，这可能令美国经济和股市反
特朗普催复工的表态着实不是时候。美 说是足够的。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拉锯5天的紧张谈判终于画下了句号，美国白宫和国会参议院终于就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达成协议，鉴于此前传出的消息，美股已经率先暴涨了一轮。如今，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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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捷航空裁员 廉价航空自救不暇

航空业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经
倒下，裁员和破产开始伴随着疫情的扩
散同步蔓延。在航空业之中，廉价航空
公司的处境更加危险，当航班停飞的范
围越来越大，走性价比的廉价航空越发
撑不住了。开源节流是第一举措，从欧
洲到北美，从英国的弗莱比航空到加拿
大的西捷航空，裁员和破产的自救之法
比比皆是。
廉价航空的裁员队伍里又多了一
员。25日，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于其官
网发布公告称，将裁员6900人，其中约
90%是自愿离开。根据西捷航空公司
首席执行官EdSims的说法，从上个星
期开始，公司开始呼吁员工自动离职
或提前退休。资料显示，创立于1996年
的西捷航空是仅次于加拿大航空的加
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目前有1.4万名
员工。
“公司业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立即采取了削减成本的措施。”西
捷航空的声明显示，措施包括不再招聘、
停止所有不必要的旅行和培训；还有调
整薪水，该航空公司的执行团队削减了
50%的工资，副总裁和董事削减了25%
的工资；同时暂停超过75%的基本建设
项目，并要求供应商减少或延迟付款。就
估算的损失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
西捷航空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
稿还未收到具体回复。
同为加拿大的航空公司，越洋航空
公司也经历了和西捷航空类似的命运。
当地时间23日，越洋航空宣布，受新冠

肺炎疫情导致的业务量剧烈下降影响，
将临时裁员3600人，这个数字约占该公
司员工总数的70%。
目前，加拿大的疫情正处于扩散之
中。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4日
19时，加拿大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
到2792例，死亡病例为27例。据加拿大
公共卫生局报告显示，加拿大所有新冠
肺炎病例中有44%是社区传播的结果。
此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了多项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措施，其中就包括
从18日起限制人员进入加拿大。在诸多
限制措施之下，航班停飞成了常态，而在
全部裁员之前，西捷航空已经宣布了一
轮大范围的停飞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西捷航空是典型的
廉价航空公司。资料显示，廉价航空也称
为低成本航空，一般指的是通过取消一
些传统航空乘客服务，将营运成本控制
得比一般航空公司较低，从而可以长期
大量提供便宜票价的航空公司。在疫情
的猛烈冲击之下，西捷航空停飞、裁员的
命运并非个例。此前，澳洲航空及旗下捷
星航空就宣布，其2/3的员工将从3月末
到至少5月末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约2万
人面临着短期失业的困境。
几乎所有的廉价航空公司都遇到
了类似的难关，除了裁员之外，自救的
方式还有降薪，而比降薪裁员更严峻的
就是走向破产。3月早些时候，英国航空
公司Flybe宣布，已进入破产接管程序。
今年1月，英国政府和Flybe的大股东维
珍航空曾经尝试挽救该公司，但由于未

能获得政府的财务援助，再加上近日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导致的客流急剧
下降，使得Flybe航空公司最终走向了
破产结局。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球已经
有超过60家航空公司宣布采取不同程
度的停飞措施，近1/3停飞了所有航班。
在此背景下，不仅仅是廉价航空公司，所
有公司都损失巨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球航空业面
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今年可能损失2520
亿美元营收，相当于2019年营收总额的
44%。
“我们处于紧急情况，我们需要现
金，而且需要快速和大规模地行动。”国
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亚历山大·德·朱
尼亚克坦言。
自救之外，还有向外求助于政府。此
前，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西南航空、捷蓝
航空等众多航空公司CEO联名致信美
国国会，呼吁当局尽快通过对航空业的
援助方案。在25日通过的2万亿美元的
财政刺激方案中，就包括为美国航空业
提供额外的25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及
为航空货运物流行业提供额外40亿美
元的援救资金。
西捷航空所在的加拿大，也已经出
台了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当地时间24
日，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休会的加拿大国
会临时复会，讨论一项紧急资助计划，有
望在此前820亿加元资助计划的基础上
继续追加投入。不过，是否有针对航空业
的补助，还未有明确说法。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确诊破40万 数读全球疫情情况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北京时间25日11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超过40万例，达421792例。全球死亡病例达18883例。数据显示，全球确诊病例数
加速增长， 从10万例到20万例用了10天，20万例到30万例用了4天，30万例到40万例仅
用了3天。

较早出现疫情的中国、 韩国和新加坡的疫情本地传播势头已经控制

印度

4

住，但仍存在零星散发病例、输入性风险依然很高。此外，缅甸、老挝等东南
亚国家近日相继报告了首例确诊病例。 印度确诊病例最近一周快速增加，

天

从超过200例到突破500例仅用4天， 引发印度国内舆论对社区传播的普遍
担忧。可见，新冠病毒即便在热带地区也有较强的传播能力。

意大利、西班牙

5000

例

确诊病例持续激增，防控措施也逐渐加码。

超2万例，该国卫生部官员说，有的时候每10分钟就有1人病亡。此外，土耳
其和以色列确诊病例数也已“破千”。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由于多年战乱，卫

分钟

生系统非常脆弱，令人担忧。

世卫组织发言人24日说，过去24小时报告的病例中有85%来自欧洲和

巴西

1

例。作为当下全球疫情“震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

中东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本地传播形势依然严峻，目前伊朗确诊病例已

伊朗

10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北京时间25日上午，欧洲地区有4国累计确诊病
例“
破万”，另有13个国家“破千”，意大利、西班牙单日新增病例均超过5000

美国，美国确诊病例数快速增加，可能成为全球疫情的新“震中”。此外，拉
美地区疫情也正在蔓延，确诊病例不断增多。巴西从出现首例病例至今不

个月

到1个月，确诊病例已超2000例。

截至23日， 非洲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 累计病例超过

非洲

1500

1500例，几内亚、利比里亚等曾遭埃博拉疫情重创的国家也在其中。非洲是

例

大规模暴发。

截至北京时间24日上午12时， 澳大利亚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

澳大利亚

2000

国际公共卫生薄弱环节，非洲疾控中心此前预测，下阶段非洲疫情可能会

2000例。新西兰卫生部25日宣布，新西兰确诊及疑似新冠肺炎病例202例。

例

随着南半球开始进入秋冬季，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
险升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