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两年的入境限制之后，英美等

国纷纷跃跃欲试，准备对境外旅客重新

打开国门，条件则是完成疫苗接种。此

前备受打击的航空业与旅游业无疑看

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但面对着居高不

下的确诊人数以及部分尚未完成疫苗

接种的从业人员，光靠放松限制就想

“回到过去”，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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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持续上升 欧央行还不动手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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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重开大门准备好了吗

看起来，欧央行和美联储一样，坚持“通

胀暂时论”。不过，在当下日复一日走高的物

价面前，美联储似乎已经动摇了，缩减购债

的信号很明确，如无意外就是年底前。但欧

央行还没松口，在经济复苏和通胀问题之

间，要做到平衡，对于任何一位货币政策舵

手而言，都需要斟酌再斟酌。

虽然外界殷殷期待，但欧央行仍然坚持

己见。当地时间10月16日，欧洲央行行长拉

加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发表题

为“疫情后的全球化”的讲话，称眼下尚未摆

脱新冠疫情的影响，欧洲央行将继续实施支

持欧元区经济的货币政策。

焦点在于通胀。对于全球市场普遍面临

的通胀挑战，拉加德称，当前通胀上升局面

不可能持久，很大程度上是暂时的。同时，她

表示，欧央行正“非常密切地关注”劳资磋商

及其他可能推动价格更持久上涨的潜在第

二轮效应。

当前，欧洲通胀压力不小。根据欧盟统计

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欧元区9月的通胀率飙升

至3.4%，达到13年来最高。这已经大幅超过

2%，即欧央行所设定的“对称通胀目标”。事

实上，自6月以来，欧元区的通胀率每个月都

在持续上升，这一数字在7月和8月分别达到

2.2%和3%，同样明显超过2%的目标。

具体到各国，德国和西班牙9月的通胀

率尤其高，分别为4.1%和4%；法国和意大利

略低，分别为2.7%和3%。

不过，正如拉加德的最新表态，对于涨

幅如此迅速的物价水平，欧央行一直较为淡

定。拉加德始终强调，近期推动欧元区通胀

上升的很多因素都是暂时的，明年将会逐步

消退。

不仅如此，拉加德还表示，欧央行应该

警惕在通胀可能只是“暂时性”飙升的情况

下过快撤回刺激措施。不应急于收紧货币政

策，因为这可能会危及欧元区的经济复苏，

并使就业受到影响。

欧央行多位官员都与拉加德态度一致，

比如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连恩就曾表示，欧

元区当前的通胀并不是货币政策行动的触

发因素，因服务价格和薪资增长依然疲软。

雇主一次性上调薪资并不代表通胀将持续，

预计2023年的平均通胀率为1.5%，远低于

欧央行2%的目标。

“通胀飙升从性质上看是暂时性的。通

胀的第二轮效应有不确定性。我们仍处于经

济复苏过程中，经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需要保持耐心。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

通胀目标，我们在采取刺激政策方面非常灵

活。”欧央行管委、比利时央行行长Pierre

Wunsch指出。

的确，从数据来看，能源问题是欧洲此

轮物价飙升的主因。欧盟统计局发布的具体

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大涨了

17.4%，而工业价格增长了2.1%，8月为

2.6%；食品和烟酒增长了2.1%，8月为2%；服

务业增长了1.7%，8月为1.1%。

虽然除去能源之外，物价压力似乎还在

可承受范围内，但这并不意味着欧央行就可

以放任。以德国为例，8月，德国进口价格同

比上涨16.5%，创下1981年石油危机

（17.4%）以来最大涨幅。其中，部分进口商品

价格暴涨。天然气价格同比上涨178%，电力

价格上涨136%，煤炭上涨118%，铁矿石上

涨97%，谷物价格上涨1/4，德国经济学界警

示这种进口压力推高价格的现象，恐产生

“输入性通胀”危险。

为安抚民心，在月初发布的文章中，德

国经济部也进一步强调，近期物价上涨主要

是暂时性的。经济部表示，去年削减增值税

和新的碳定价措施是推升通胀的部分原因。

根据欧央行的预计，欧元区市场通胀率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触顶，然后在2022年放

缓，预计中期内物价涨幅将低于目标水平。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

长桑百川看来，在疫情的冲击下，在如今供应

链重构的过程中，欧洲经济的低迷状态没有

根本改变。虽然今年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远

没有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整体失业率仍然

比较高，投资意愿也不强烈，再加上英国“脱

欧”之后也对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

“因此，如果现在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

况下就认定通胀率较高，从而实行紧缩政

策，对经济增长是有影响的。现在欧洲央行

也处于两难选择中，在货币政策上空间有

限，可能还需要再观望经济后续的走势。”桑

百川指出。

但从当前的情况看起来，即便大部分都

源于能源，通胀压力也不是短期内就能缓解

的。欧央行执委伊莎贝尔·施纳贝尔警告称，

“通胀压力更加持久。现在断言当前的价格

动态将在明年完全消退还为时过早。有几个

不确定性来源可能会导致更持久的通胀压

力”。其中，她列出了通胀预期以及工资和价

格设定方面的变化。

欧央行还在犹豫，美联储的信号已经很

明确。13日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

示，美联储可能将从11月中旬或12月中旬开

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并于明年年中结束资

产购买计划。

对此，欧央行前行长特里谢强调，不能

把欧洲和美国出现的通胀混为一谈。特里谢

解释称，美国核心通胀率约是欧盟两倍，且

有更大规模的财政扩张计划，这是要对美国

通胀更加警惕的理由。

北京商报记者汤艺甜

北京商报2021.10.18

西班牙火山灰导致多个航班取消

由于西班牙拉帕尔马岛老昆布雷火山持

续喷发导致的威胁，有更多当地居民不得不

暂时撤离，火山灰导致该地多个航班取消。

当地时间15日下午，西班牙拉帕尔马岛

火山主椎体东南侧出现一个新的喷发口，目

前正在喷发出气体、火山灰和火山碎屑。

拉帕尔马岛火山应急计划在15日发布声

明称，该喷发口的出现是火山喷发进程中的

正常现象，民众无需为此感到慌张，新的喷发

口出现在火山主椎体东南侧，截至目前仅喷

发出火山灰和不同大小的火山岩碎片，尚未

喷发出熔岩。

老昆布雷火山时隔50年于9月19日再次

喷发。截至10月14日，人口约为8.3万人的拉

帕尔马岛已有近7000人被疏散。

大量火山灰污染了当地的盐田和果园，

导致生活生产面临重大经济损失。当地农业

协会负责人还介绍说，风向的改变让火山灰

布满整个岛屿，当地农业损失总计超过1.2亿

欧元，约合9亿元人民币。

本月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前往拉帕尔

马岛火山喷发灾区，视察和访问熔岩入海后

火山喷发造成的影响。

西班牙政府在当地时间10月5日的内

阁委员会上批准一项支持火山喷发后拉帕

尔马岛重建工作的计划，该计划将涉及拉

帕尔马岛基础设施、帮助受灾民众尽快就

业、恢复当地旅游业、提供税收优惠以及扶

持当地农业的复兴等，总额预计将超过2亿

欧元。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相继放宽限制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经白宫上周

五确认，美国政府计划从11月8日起取消对前

往美国的国际旅客的旅行限制，该计划对陆

路和空路入境美国的旅客都有效。

当天，白宫助理新闻秘书凯文·穆尼奥斯

（KevinMunoz）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这一消

息。根据新的政策，旅客在入境美国时无需进

行隔离，非美国公民的旅客需要在登机前出

示疫苗接种证明，并且需要出示72小时内核

酸检测呈阴性的证明。

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时，白宫尚未就

此政策发布正式声明，也未有更高层级官员

表态。不过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称，白宫将于

11月8日前公布符合入境接种要求的新冠疫

苗种类、未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者可入境美国

的“极少数例外情况”以及其他细节。

此外，还有人对疫苗种类作出了说明。据

知情人士透露，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此前已通知各航空公司，入境美国的航空旅客

可接种的新冠疫苗包括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批准和授权的疫苗，以及获得世界卫生

组织（WHO）紧急使用认证的疫苗。

这意味着，除了目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FDA）批准的三种美国疫苗，即辉瑞、莫

德纳以及强生疫苗外，世卫组织批准的英国

阿斯利康以及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都符合

该政策要求。

不只是美国，近期不少国家都更新了入

境政策。10月11日开始，英国政府更新了防疫

规定，把要求旅客在入境后必须去酒店集中

隔离10天的“红色名单”国家数量从54个减少

到7个。

这一规定更新标志着，大多数国家完整

接种疫苗的旅客进入英国时，无需在出发前

进行检测或抵达后进行隔离，只需要在抵达

后的第二天做一次检测。同时，根据10月24日

将生效的新规定，从旅行禁令红色名单以外

的 国 家 返 回 英 国 的 旅 行 者 可 以 接 受

COVID-19横向流动检测（LFT），而不是更

昂贵的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

欧洲其他国家中，意大利已经试行本国

居民从多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旅游返回意大

利后可免除隔离。此外，欧盟已于今年夏初开

始使用数字新冠通行证。

航旅复苏在望？

距离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1月首次实施

旅行禁令，已经过去将近两年。拜登上台后，

又延长了禁令期限。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来自

33个国家（英国、巴西、中国、印度、伊朗、爱尔

兰、南非以及26个欧洲申根国家）的非美国公

民在疫情期间被禁止进入美国。

如果这次禁令取消，标志着自去年年初

以来对旅客实施的严格限制措施结束，这也

将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旅行政策方面的最

大变化。

一直以来，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航班组成

了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市场之一，但疫情造成

的旅行限制令他们备受打击。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IATA）在10月初发布的数据预计，在新

冠疫情的影响之下，全球航空业在2020年至

2022年间累计亏损总额将高达2010亿美元。

自去年开始，大西洋两岸的航空公司一

直在游说重启通航，但每次都因感染病例激

增而失败。今年夏天，欧洲宣布开始允许美国

旅客再次访问，但由于美国旅行禁令，当时的

旅行并非是双向的。

对于达美航空、美联航与美国航空等大

型航空公司来说，新政策无疑让他们松了一

口气。15日，美国航空、美联航和达美航空三

大航空股价均上涨了1%-1.5%，同时带动标

准普尔500指数上涨0.4%。

美国航空工业贸易公司首席执行官尼

克·卡利奥（NickCalio）表示，在白宫宣布取

消限制的计划后，最近几周航空公司的国际

机票销售有所增加。“国际旅行的全面重新开

放利于振兴全球经济，同时也可造就美国和

国外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卡里奥说。

与航空业一样，旅游业也看到了曙光。美

国旅游协会当天也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

认为此举对美国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

要”。据美国旅游协会此前估计，如果美国的

国际旅行限制令持续到今年年底，将使美国

损失110万个就业岗位，并给美国经济造成约

3250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公报中表

示，这项新规旨在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

常规赴美旅行，跨境旅行有利于美国经济的

逐步放开。

现实的压力

与大众的期待相反的是，许多从业人员

却似乎并未做好准备。虽然美国多家航空公

司要求员工在年底传统节日前提供新冠疫苗

接种证明，否则将面临停职甚至解聘后果，但

目前仍有一小半的航空公司和机场工作人员

未接种疫苗。

美国运输安全局日前表示，仍有大约

40%的美国航空公司员工以及机场工作人员

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例如，在美国一个飞行员

协会注册的14000名飞行员中，就仍有4000

人尚未接种新冠疫苗。

有航空专家警告称，目前各大航空公

司已接受了大量的年底航班预订，如果这

些航空公司由于接种疫苗问题而出现大量

员工减员，那么年底的传统假日旅行可能

会陷入一片混乱，不仅新冠疫情将因此蒙

上又一层阴影，美国航空运输业或也将遭

遇严重打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

卫东看来，其实随着美国国内出行以及航空

的复苏，美国航旅业已经比去年的谷底有了

一些起色，现在美国大门又重新打开，相关行

业的恢复也是意料之中。

但刘卫东也指出，出境与入境都自由后，

随之而来的便是复杂的人员往来，即使接种

了疫苗，疫情传播的风险依然存在，更不用说

没完成疫苗接种的情况了。

眼下，英美的疫情仍未结束。据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

实时统计系统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21

年10月15日下午6点，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

确诊病例100382例，新增死亡病例2475例。

而从全球来看，美国、英国则是新增确诊病例

数排在前两名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冬季来临，在欧洲的

人们可能会面临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病毒

“双流行”。

欧盟委员会负责卫生和食品安全事务的

委员基里亚基季斯15日说，去年此时，欧盟各

国普遍推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因而流感病毒

感染率很低；今年，很多地区取消了社交限制

措施，这容易引发新冠和流感“双流行”，必须

确保医疗系统具备足够承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11月8日开始，取消对已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的入境限制，

符合规定的疫苗品牌：辉瑞、莫德纳、强生、英国阿斯利康以及中

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

美国

10月11日开始，要求旅客在入境后必须去酒店集中隔离10

天的“红色名单”国家数量从54个减少到7个

英国

截至10月17日21：00

累计确诊45774175例

单日新增97782例

截至10月17日21：00

累计确诊8404469例

单日新增42818例

这是10月16日在西班牙拉帕尔马岛拍摄的火山喷发景象。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