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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422例，创4个月以

来新高，累计确诊病例39035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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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二次“预警”欧洲经济阴霾再现

北京商报2020.9.21

美国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

华盛顿三州8月初以来山火持续蔓延，已造

成至少34人死亡，数以千计房屋焚毁。受山

火影响，美国西海岸地区空气质量骤降，其

中俄勒冈州受烟尘影响最严重。

美国劳动节以来，山火导致俄勒冈州和

华盛顿州大约6879.7平方公里的地方被烧

黑，一些小镇烧毁。而据加利福尼亚州林业

和消防局统计，8月中旬以来，山火已经导致

加州1.42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被烧焦，26人死

亡，超过5800幢建筑损毁。超过1.9万名消防

员已经奔赴一线扑救27场山火。

山火已导致俄勒冈州8人死亡、华盛顿

州1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俄勒冈州应急

部门多名官员警告，随着搜救小组清理废

墟，死亡人数可能上升。

由于山火的持续蔓延，美国多个城市空

气质量屡创新低。至9月17日，旧金山湾区创

下连续30天处于“保护空气预警”的纪录。仅

仅保持了两天的良好空气状况之后，该地区

今年第31个“保护空气预警”于19日生效。

美国西北部19日变得凉爽、潮湿，这一

天气条件有望助力近万名消防员控制多场

山火。不过，加利福尼亚州当天下午出现持

续强风，加州南部山火进一步蔓延。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9月19日，在美国俄勒冈州塔伦特，当地居民在山火肆虐后的房屋废墟间寻找可用物品。 新华社/图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9月19
日晚，据央视报道，由于商业航空旅行需求

下滑，美国军工和航空航天领域巨头———

雷神技术公司宣布将削减1.5万个工作岗

位，这一数字是此前预测的2倍多。

7月，雷神公司曾表示计划裁员约

8500人。“我想告诉您，商用航空团队已渡

过了这场危机，他们在今年推动了约20亿

美元的成本削减和40亿美元的现金节省

行动。这些成本行动包括在我们的商业航

空和企业组织中裁撤1.5万多个职位，”雷

神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格·海斯表示。他进

一步指出，商业航空市场正在恢复，但可能

要到2023年左右才能完全恢复至2019年

的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雷神技术进行采

访，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公开资料显示，

雷神公司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

是一家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为美国军工

股中五大军火商之一，拳头产品包括导弹、

导弹防御系统、雷达等。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雷神技术第一次

裁员。今年4月，因公共卫生事件导致航空

旅行需求暴跌，雷神技术已在其商业航空

业务领域裁员约8000人。这也导致雷神技

术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下跌了33%，是今

年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最大的100家公

司之一。上个月，道琼斯与其他两家公司一

起放弃了雷神技术公司。

今年5月，雷神技术公司表示，已准许

商业航空部门的员工全面休假，并预计

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会严重影响二季

度业绩。海斯5月7日透露，工厂员工已经

全部休假，并正在准备让办公室和商业

部门的员工休假。同时，海斯指出，雷神

技术公司正努力保留尽可能多的工作，

且不希望裁员导致经济复苏时没有合

适的人才。

裁员是雷神技术公司“立即”削减成

本20亿美元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正试

图将一些商业部门人员调动到雷神技术

公司的军事部门。

今年初，雷神公司与联合技术公司合

并，合并后的实体名为雷神技术公司。在此

过程中，不参与国防和航空业务的企业被

剥离了。值得注意的是，雷神技术的创建获

得约740亿美元的形式上的收入。这比目

前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2018年540亿美元的收入还要多。

称合并后的雷神技术为巨无霸也不为

过，但疫情并未放过新巨头。7月28日，雷

神技术公布2020年二季度业绩，报告销售

额为141亿美元，调整后的销售额为143亿

美元，净亏损38亿美元。

为了挽救颓势，今年7月底，雷神技术

公司还以19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军用GPS

业务出售给英国BAE系统公司。据悉，雷

神技术公司军用GPS业务包括700名员工，

主要负责设计和制造GPS产品。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海斯也并不乐观：

“展望未来，我们预计，由于生产水平和售

后市场活动维持在较低水平，商用航空业

的压力将持续。因此，我们将采取困难但必

要的措施来加强业务，包括实现今年先前

宣布的成本和现金节省同时，我们继续通

过收购罗克韦尔·柯林斯和雷神公司合并

带来成本协同效应。”

其实，不止刚合并的雷神技术，大家的

日子都不好过。当地时间17日，美国多家

航空公司的高管请求白宫发放第二轮250

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否则航空公司将在下

月被迫大批裁员。

此前，波音公司也一直在评估其员工

人数。除了已经计划裁员的约1.9万人，波

音公司的国防和太空部门还有3000名雇

员，政府合同已成为这些部门的主要收入

来源。

波音CEO卡尔霍恩称，随着波音公司

努力进行进一步的成本削减，公司还致力

于全面的企业转型，评估各方面的业务以

寻求改善的机会。

疫情卷土重来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例

之际，欧洲疫情出现了再度暴发的趋势。在

这一轮危机中，法国首当其冲。根据法国公

共卫生署19日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14时，

法国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498

例，累计442194例。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单日

新增病例数不仅再创新高，且连续两日超过

1.3万例。

对法国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情况已经明

显不妙。根据法国官方发布的最新统计数

据，自9月初以来，法国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住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人数持续增加，“各项

指标都显示法国疫情明显恶化”。另据法国

媒体18日报道称，勒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他没

有任何症状，目前在家中隔离。

同样的情况不止发生在法国。“我们正看

到第二波疫情出现。法国、西班牙乃至整个欧

洲……我担心英国完全不可避免。”当地时间

18日，约翰逊在牛津郡迪德科特镇考察英国

政府投资新建的一所疫苗生产中心时，做出

了这样的表述。

而在被问及是否会再次施行全国“居家

令”的问题时，约翰逊回答称，再度施行全国

“居家令”将是“财政灾难”，他一点也不希望

那样做。但约翰逊也提到，政府会考虑是否需

要实施比6人聚集上限更为严格的全国防疫

限制措施。

正如约翰逊的担心一样，整个欧洲都被

疫情反弹的阴霾所笼罩。从本月16日起，德

国连续多日新增病例在2000例左右，累计病

例超过27万例。西班牙迄今为止已有超过64

万人确诊，仍是欧洲国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

一个。其中，马德里感染率是西班牙全国平

均水平的2倍以上，部分地区将于21日起实

施封锁。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

明称，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疫情其实都比想

象中的严重，而且他们在疫情没有真正缓解

的时候，或者说仅仅是稍微有些缓解但并没

有被控制住的时候就急于重启经济，导致前

期努力功亏一篑。当然政府的压力也很大，要

考虑就业、考虑选民，政府往往在很多地方也

确实无能为力。

新一轮“经济危机”

对整个欧洲而言，疫情的再度暴发不仅

仅是公共卫生问题，经济的冲击更加让人难

以忍受。当法国疫情恶化的趋势已经越发明

显的时候，法国人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目前，法国人在瑞士、德国、比利时都成为“不

受欢迎的人”，据了解，这三个邻国将法国的

许多省份或大区标记为疫情红色地区，从法

国入境的人员必须接受检疫隔离。

“我们迫切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以免给我们的同胞和外国人留下不好的印

象。”法国马耶纳省议会主席奥利维耶·里谢

福如此说道。但当这样的情况出现时，影响的

或许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名誉问题了，比如此

举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旅行限制，进而再度

影响法国的经济复苏。

本月初，法国负责旅游事务的国务秘

书让·巴蒂斯特·勒莫因还表示，今年上半

年法国旅游业或萎缩25%。据介绍，根据初

步估计，在国际旅游收入方面，今年1-6月

法国累计损失50%，达123亿欧元，而去年

法国国际旅游收入为255亿欧元。但相比起

其他国家，法国的情况还算好的，比如作为

欧洲旅游大国的西班牙，国际旅游收入的

降幅或达到98%。

不巧的是，直到第二波疫情出现反弹态

势，西班牙也仍旧是欧洲疫情的“震中”。当地

时间16日，西班牙马德里大区公共卫生部副

部长萨帕特罗宣布，马德里大区政府将从本

周末起在新冠肺炎发病率最高的街区采取选

择性禁闭的措施。

“封锁”再度来临。事实上，疫情已经对西

班牙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今年二季度，西班牙

经济环比萎缩幅度高达18.5%。这一数据表

明，西班牙经济正以创纪录的速度陷入有史

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同时西班牙过去六年取

得的复苏被消耗殆尽。另外，政府预计，西班

牙2020年经济将萎缩9.2%，超过2008-2013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降幅。

眼下，新一轮危机再起，经济压力越发明

显。白明认为，疫情再次暴发首先会导致消费

能力受到影响，很多营业场所开不了门，进而

就会影响就业，短期内企业可以休假，但时间

长了有些企业就倒闭了。更重要的是，国际产

业链也可能因此出现中断，甚至被替代，要知

道国际产业链的占位已经不完全由竞争力支

配了，现在“本事”再大，疫情之下停工也无能

为力，所以说产业竞争力未必是唯一的因素，

竞争环境也十分重要。

恢复难上加难

“这个数值应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当地

时间17日，世卫组织欧洲分部主任克鲁格

援引WHO监测表指出，自9月11日以来，

欧洲各国日新增确诊人数稳定在4万-5万

之间，已持续逼近甚至超过4月1日前每日

新增确诊峰值，当时这一峰值为4.3万例。而

随着疫情的反弹，对经济复苏的拖累或许也

会更加明显。

本月初，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二季度经季调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终值为环比下降11.8%，欧盟GDP环比

下降11.4%，两项数据均创自1995年有记录以

来的最大降幅。报告指出，二季度GDP降幅主

要是受消费者支出大幅下降影响，环比降幅

达到12.4%。

疫情反弹，不得已实施封锁措施，消费下

降、失业上升、经济受拖累……仿佛一个怪

圈，只要疫情无法控制住，后续的一切都像噩

梦一样挥之不去。而在第一轮疫情暴发的时

候，欧洲乃至全世界便已吃过苦头。

而为恢复经济，不少国家已经做出了努

力。当地时间3日，法国政府还宣布，推出总额

约1000亿欧元的经济重振计划，以应对新冠

疫情蔓延给法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据了解，该

计划规模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法国推出经济

刺激计划规模的4倍，也是迄今为止欧洲国家

推出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复苏计划。

但路透社分析称，尽管欧洲央行已经将

紧急购债规模扩大至1.35万亿欧元，欧盟也推

出了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但眼下并未采取

更多刺激措施，欧洲经济在2022年底前恢复

到疫情水平的可能性不大。而路透社在9月15

日-17日对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90%受访者

认为第二波疫情是接下来一年欧元区经济最

大的威胁。

“欧元区经济其实面临很严重的冲击。”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

称，此前艰难达成的救市方案可以说是雪中

送炭，对缓解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欧洲自身

的经济复苏仍旧缓慢，首先是疫情防控当中，

企业停工停产及失业率明显上升，尽管各国

出台救助方案，但受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下降，

社会消费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

而在投资方面，桑百川称欧元区无论是

吸收外资还是国内投资都很低迷，经济增速

很难回升，外贸在边境管控措施加严的背景

下受到严重冲击，各国以邻为壑的管理措施

使经济全球化受到冲击，外需明显下滑，在消

费、投资及出口都面临窘迫局势的当下，要想

恢复经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欧洲疫情反弹情况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在过去这段时间，欧洲新

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增加，

法国单日新增创下疫情暴发

以来的新高， 经济和财政部

长勒梅尔不幸“中招”，英国

首相约翰逊也直言， 英国出

现第二波疫情“不可避免”，

更严格的全国防疫限制措施

已经在考虑之中。 欧洲风声

鹤唳，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

的达成本就磕磕绊绊， 眼下

也仍未出现更多刺激计划，

一旦疫情二次暴发， 影响可

想而知。

法国

19日单日新增病例数再创新高，且

连续两日超过1.3万例。

西班牙

疫情最严重的马德里部分地区将从21日

零时起再次实施封锁措施。

德国

从本月16日起， 连续多日新增病例在2000

例左右，累计病例超过27万例。

爱尔兰

18日午夜起， 首都都柏林地区启动3级疫情响应机制，

成为爱尔兰首个进入3级疫情响应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