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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水”7080亿美元 菅义伟力挽经济狂澜
眼看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经济复苏的势头就要被按下“暂停键”，日本新一轮经济
刺激计划应声而至。73.6万亿日元（7080亿美元）的规模，足见新首相菅义伟力挽经济的
决心。事实上，近期以来，随着病例的增多和经济的停滞，菅义伟的支持率也急转直下，而
“奥运红利”还是一个问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轮刺激计划势在必行。不过，惊人
的债务也高悬于头顶，透支的隐患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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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三季度日本经济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刺激计划“官宣”的
同一天，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
累计3万亿美元
年7-9月，日本经济年化增长率为22.9%，高
市场等待多时之后，日本的新一轮财政 于最初估计的21.4%。
刺激如约而至。当地时间12月8日，菅义伟
此前，日本经济已连续3个季度下滑，二
宣布，为了促进日本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 季度按年率计算下滑28.1%，大幅增长的数字
衰退中尽快复苏，日本政府将制定新的经济 表明目前日本正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衰退
刺激方案，总规模为73.6万亿日元（7080亿 中复苏。
美元）。
但在日本政府眼中，这还远远不够。日本
这也是菅义伟上台以来推出的首个经济 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指出，消费者支出正
刺激方案。根据他的说法，新方案中包括40万 在复苏，但经济仍然没有达到疫情之前的水
亿日元（3850亿美元），用于直接财政支出及 平，希望尽快批准、实施刺激措施。
旨在减少碳排放和推动数字技术的举措。
事实上，早在7月，在两轮刺激之后，关于
“我们制定了这些措施，以稳定就业、维 新一轮经济方案的呼声就已经此起彼伏。彼
持商业、恢复经济，同时为绿色经济和数字经 时，路透社采访的40位分析师中，26位预计日
济的新增长开辟道路，从而保护人们的生命 本央行会扩大刺激措施，其中18位认为会在
和生计。”菅义伟在会上表示。
今年实施。
据了解，该刺激方案将由第三次额外预
到了11月，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几乎
算中的19.2万亿日元提供部分资金。而这一计 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一些执政党议员呼吁
划获批之后，将使得日本政府经济刺激方案 祭出大规模的纾困计划，理由是要避免财
累计金额达到3万亿美元。此前，日本政府一 政悬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此轮财政援助
共出台了两个一揽子计划应对疫情，总计2.2 旨在帮助企业稳住就业岗位，开拓新的资
万亿美元，家庭和企业是重点帮扶对象。
金来源渠道。

F

个人消费
环比增长

5.1%

企业设备投资
环比下降

2.4%

住宅投资
环比下降

5.8%

停滞的经济

虽然日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转正了，但
也只是在前一季度创纪录暴跌的前提下，当
下日本的经济仍然存在不少隐忧，这或许也
是菅义伟继续“放水”的原因。
此次修正后的三季度数据就呈现出冷热
不均的状态。数据显示，虽然个人消费环比增
长了5.1%，但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2.4%，住
宅投资则环比下降了5.8%。与此同时，虽然内
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1个百分点上调至
2.6个百分点；但在外需方面，净出口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由2.9个百分点下调至2.7个百分点。
在11月25日公布的月度经济报告中，日
本内阁称：“由于新冠病毒，日本经济仍处于
严峻的形势下，正在呈现回升趋势。”此番描
述已经持续了5个月。
但对于这份经济报告，日本内阁一名官
员表示，鉴于软件支出额低迷，企业投资“越
来越有可能恶化”。该官员还表示，服务业消
费正在复苏，主要是在旅游和餐饮行业，但仍
处于低水平，同时强调，应该关注新冠肺炎新

一轮疫情在国内的影响。
这并非危言耸听，进入冬季以来，日本的
疫情出现了第三次暴发的态势。自11月18日
单日确诊病例首次突破2000例以来，日本的
这项指标屡次刷新纪录，从2388例攀升至
2594例，直到最近才有所下降。
12月7日，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522例，新增死亡病例39例。此外，日本现有
重症病例530例，刷新最高纪录。其中，东京
都、大阪府、北海道成为这一轮疫情的“重灾
区”，东京都更是连续1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超过300例。东京都医师会会长尾崎治夫
说，人们出行增多“很可能”是疫情扩散的原
因之一，因此他建议政府暂停“GoTo”系列补
贴活动。
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暂时叫
—“GoTo Travel”和
停了两大补贴活动——
“GoToEat”。但这样一来，作为日本经济的
重要支柱，鼓励消费的政策一旦消失，遭受疫
情打击深重的服务业也会难以承受。在瑞穗
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酒井才介看来，日本个
人消费随疫情起伏。“感染病例增加时，消费
减少，疫情有所缓和时，消费趋于活跃，而后
病例再度增加，因此复苏必然缓慢。”
而日本曾经心心念念的“奥运红利”也化
为泡影，反而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12月4日，
根据东京奥组委披露的数据，东京奥运会延
期一年将需要多花费2940亿日元，这意味着
总预算由最初的1.35万亿日元增至1.644万亿
日元，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夏季奥运会。其
中，东京都政府承担40%左右，东京奥组委承
担约35%，日本中央政府承担约25%。
除了内因，全球疫情的爆发式增长也为
日本经济添上了一抹阴霾。日本财务中最新
的报告显示，虽然对华出口猛增了10.2%，但
当月日本对欧盟出口下降了2.6%。
滑坡的支持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
风表示，现在推出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一
方面是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仍然比较严峻，
复工复产比较困难，即便三季度数据有所增
长，但毕竟之前的季度下滑过于严重，因此实
际上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另一方面，菅
义伟可能也有拉升支持率的考虑。

在疫情反复和经济停滞的现状下，菅义伟
面临着信任度的空前考验。根据日本共同社12
月7日的报道，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为50.3%，
较上次11月调查时大降12.7个百分点。不支持
率达到32.8%，上升了13.6个百分点。
疫情的应对不力是主因。调查结果显示，
有55.5%的日本人对于菅义伟内阁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对策表示不满。对于菅义伟内阁
寻求防疫与经济复苏的“两手一起抓”的做
法，76.2%的认为不妥，应该重点抓抗疫对策，
防止疫情扩大。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家成分
析称，菅义伟上台之后，任期内想在经济发展
上作出成绩，一方面是感受到了经济发展的
压力，响应日本经济界重启经济发展的需求，
去年日本首次出现了五年来的负增长，今年
大概率也是负增长，菅义伟在年终岁尾推出
这个方案，可能也是希望明年实现由负转正
的转变。
另一方面，李家成分析称，这个方案主要
还是要抵消疫情持续蔓延对经济带来的打
击，三季度和10月在消费和出口方面，日本经
济指标有所升温，主要是受到中国和美国疫
情重启拉动的效果，但即便外部需求上升，日
本也可能面临着疫情冲击导致的国内开工率
不足。
不过，防疫和经济，菅义伟似乎哪一项都
想作为重点。12月4日，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记
者会上，菅义伟再次强调遏制新冠疫情、重建
经济是其政府的首要任务。
对于疫情防控，菅义伟当天作出了着重
强调，表示自上周开始重症病床告急，政府
“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应对这一情况，并呼吁
日本民众采取戴口罩、勤洗手以及避免“3密
（密闭、密集、密切接触）”等防疫措施。
而对于经济复苏，菅义伟也在持续发力。根
据菅义伟的说法，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提供的无
利息无担保融资将延长至明年上半年。此外，政
府将准备1.5万亿日元的地方创生临时补助金，
为单亲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提供紧急补助。
在李家成看来，防疫和经济复苏其实是
比较难平衡的，现在日本的疫情有点失控的
感觉，感染途径无法追踪，医疗体系濒临崩
溃，民众现在觉得经济不是当务之急，疫情防
控是首要的，菅义伟未来可能还会在疫情防
控上下功夫。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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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卖”自动驾驶业务 Uber重回老本行

疫情重
压之下，Uber不得不放弃烧钱的自动驾驶
业务。周一美股盘后，Uber和Aurora发布
的联合声明称，Uber将旗下自动驾驶子公
司AdvancedTechnologies Group（以下
简称“ATG”）出售给AuroraInnovation
公司，作价4亿美元现金和Aurora公司
26%的股权。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的文件显示，Uber持有ATG86.2%的
股份，其他投资者合计持有13.8%的股份。
据悉，这项交易将在明年一季度完成。
ATG是Uber旗下的自动驾驶子公司，
成立于2015年，团队规模在1000人左右。
在获得丰田、软银领投的10亿美元后，
ATG估值曾达到72.5亿美元。而此次交易
对ATG的估值仅为40亿美元，缩水近一
半，Uber这笔生意似乎并不划算。北京商
报记者联系Uber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
收到回复。
实际上，一个月前，UberCEO达拉·
科斯罗萨西就曾表示，Uber正在自动驾
驶方面寻求与其他技术提供厂商合作。
尽管ATG曾颇受资本大佬青睐，但时
至今日，ATG已经成为了Uber的拖累。作
为Uber烧钱最多的部门，2019年，ATG亏
损达30.3亿美元。在Uber看来，ATG的发
展仿佛陷入了“诅咒”：先是在2017年被从
谷歌拆分出的自动驾驶公司Waymo起诉
窃取商业秘密，作为和解，Uber庭外向
Waymo赔付了2.45亿美元股票；同一年，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

Uber一辆用于自动驾驶测试的车在美国
亚利桑那州坦佩市发生车祸，虽未造成人
员伤亡，但公司也因此暂停了自动驾驶汽
车路测项目。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
对更大规模的亏损，Uber也不得不进行
“瘦身”。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自动驾驶业
务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根据Uber发布
的2020年三季度财报显示，Uber三季度
收入为31.3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总收
入较去年同期下降18%，亏损达到10.9亿
美元。其中，ATG部门三季度实际营收仅
为2500万美元，前三季度累计亏损3.03亿
美元，且公司今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已经高
达4.57亿美元。
今年5月，Uber首席执行官霍斯劳沙
希发布了邮件，表示公司决定关闭45个办
事处，同时裁员约3000人。两周后，Uber再
度表示裁员约3700人，计划节省逾10亿美
元的固定成本。据一季度末的一份监管文
件显示，Uber当时共有28600名员工，这意
味着当初的一个月内，Uber已经裁员了约
总人数的1/4。
而ATG也并非今年Uber为了缩减开
支出售的第一个项目。在过去11个月里，
Uber先后出售了共享微行部门Jump，以
及物流部门UberFreight的股份。
反之，作为亚马逊、现代等投资的乘用
车自动驾驶初创公司，交易完成后，Aurora公司估值将达到100亿美元，Uber系

对Aurora公司的持股将上升到40%。达
拉·科斯罗萨西以及另一位来自Uber的人
士将加入Aurora的董事会。
达拉·科斯罗萨西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这笔交易将加速Uber在2021年底前实
现盈利的步伐。一直以来，Uber都在为旗
下极其烧钱的自动驾驶业务寻求各种选
择，包括更多的外部投资。在疫情发生后，
Uber管理层决定将公司重心放在打车和
外卖配送等业务上。
Uber回归老本行与疫情不无关系。实
际上，与去年同期相比，2020年三季度Uber亏损有所收窄，而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正是外卖业务。数据显示，Uber的外卖业
务营收为1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显
然，Uber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卖业务稍微改
善盈利状况。
此外，其核心网约车业务营收13.65亿
美元，同比下降53%。核心网约车业务没有
发挥提效作用，与“司机归类”再起风波有
关：8月，Uber网约车业务在加州被叫停，9
月，Uber还被撤销了伦敦运营执照。
尽管回归了老本行，业内依旧认为，
Uber并未完全放弃自动驾驶，而是将赌注
转压在Aurora身上，从Uber并未完全收
取现金，而是置换Aurora公司26%的股权
就可一窥端倪。与此同时，Uber的老对手
Waymo在Uber流年不利的这段时间已经
以1750亿美元的估值登顶全球独角兽
500强。

英国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8日，英国考文垂，英国一位90岁女性玛格丽特·基南进行了新冠疫苗接种。 CFP/图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8日，英国正式开
启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与美国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投入使用。
英国一位90岁女性玛格丽特·基南进行
了接种，并成为除临床试验外，世界上首位
接种该款疫苗的人。
基南习惯早起，当地时间8日早上6时31
分许，她在英国考文垂一家当地医院接种了
该款疫苗并接受采访。此时距离她91岁生日
还有一周。
基南说：“我很荣幸能成为接种新冠疫
苗的第一人。这是我希望得到的最好的生日
礼物，因为这意味着我在今年大部分时间独
自生活之后，终于可以在新的一年里与家人

和朋友共度时光了。
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养老院工作人员
和NHS（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工作人员
将是首批接种疫苗的优先人群。首次注射
后，接种者将得到接种疫苗卡，上面会标有
疫苗名称、免疫日期和批号，21天后接种者
须持卡到医院注射第二剂。
英国目前已获得4000万剂辉瑞疫苗，预
计在第一周内将提供约80万剂。在第一批疫
苗接种计划中，有50家医院可接种辉瑞疫
苗，在未来几周将逐步扩大范围，以便更多
的人能够及时接种疫苗。由于冷链问题，辉
瑞疫苗暂时还没有制订在英国养老院的分
配计划。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