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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宣布法国计划分三步“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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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指首破30000点 美国经济复苏有戏了？

国际

航空业亏损1570亿美元 国际航协呼吁开放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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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疫苗的曙光越来越近，股市已经开

始疯狂，但被二次“封锁令”困住的航班仍

然没有看到希望，反而是江河日下。在最新

的预测中，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再

一次调高了全球航空业的损失。按照

IATA的说法，在千亿美元的亏损之下，航

空业的寒冬还在继续，“这是该行业在二战

后经历的最大冲击”。

1570亿美元，对于今明两年航空业的累

计亏损额，这是IATA给出的最新预测。当地

时间24日，发布了修订后的2020年和2021

年全球航空运输业业绩展望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IATA指出，尽管全球航

空运输业业绩有望改善，但2021年仍将继续

严重亏损，预计2020年将出现1185亿美元

的净亏损，2021年将出现387亿美元净亏损。

这比今年6月时的预测值高出了不少。

彼时，IATA预计今年航空业亏损843亿美

元，明年则将亏损158亿美元。

对于大幅上调亏损数值的原因，

IATA称，鉴于第二波疫情和主要市场的

关闭，航空公司进一步调整了行业预期。

“即使疫苗能很快研制成功，在2021年年

中之前，这对经济和航空运输的积极影响

不会太大。”IATA总干事Alexandrede

Juniac坦言。

亏损加大的同时，报告还显示，航空业

的整体收入将从2019年的8380亿美元降

至3280亿美元，降幅高达5000亿美元。与

此同时，航空公司也削减了3650亿美元的

巨额成本，从2019年的7950亿美元降至

2020年的4300亿美元。

IATA的判断并不夸张。就在11月18

日，北欧第二大航空公司挪威航空为旗下

两家核心子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成为这一

轮航空业倒闭潮中最新的受害者。

具体而言，在报告中，IATA将阻碍航

空业复苏的原因总结为两大挑战：一是财

政支持和债务水平，二是边境关闭和疫情

检测。

对于前者，IATA在报告中解释称，预

计航空公司在2021年上半年仍将平均每

月消耗68亿美元，直到2021年四季度才会

实现收入正增长。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超出

预期，航空公司将需要更多的财政援助。目

前，航空公司的债务负担已膨胀到6510亿

美元之高。

并非所有政府都有余力支持陷入困境

的航空公司。比如刚申请了破产保护的挪威

航空，11月9日，挪威政府拒绝了对航空业的

救助计划。挪威工业部长表示，挪威航空的

财务架构风险太高，政府需要为公共资金的

使用负责，未来将不会再提供担保资金。

对于第二个原因，在IATA看来，旅行限

制和检测措施是阻碍旅游业复苏的最大因

素，也拖延了航空运输业复苏。因此，IATA

强调，最直接和关键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系统

地检测来重新安全开放边境。考虑到未来新

冠肺炎疫苗的广泛使用，边境应能在不检测

或限制检测的情况下保持开放。

“疫苗如果出来之后，可能会对旅游航

空需求与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个作用会

有多大还不好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

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

斌表示，疫苗的效果、价格、覆盖人群等都

还是未知数，再加上旅游需求是非必需的

出行需求，所以疫苗对于航空业的复苏促

进作用还是未知数。

而为了进一步提振需求，24日，IATA

推出了全球版“绿码”，即旨在支持边境安

全开放的数字健康通行证IATATravel

Pass（国际航协旅行通行证），这一通行证

已进入开发的最后阶段。根据IATA的安

排，首个跨境IATATravelPass试点计划

将在今年底进行。计划将于2021年一季度

正式推出。

IATATravelPass的目的是为了在

部分政府开始使用检测手段以降低

COVID-19病毒进入国境线的风险的情况

下，在不采取检疫隔离措施的情况下重新

开放边境。

事实上，不止是IATA，全球航空公司

都在探索类似的自救办法。包括美国联合

航空、德国汉莎航空、英国维珍航空、瑞士

国际航空和美国捷蓝航空在内的5家全球

航空公司将从12月开始在部分航班上开始

要求乘客提供电子通行证CommonPass，

证明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才能乘机。

对于这种“全球健康码”，空客CEO

GuillaumeFaury也表达了支持，其在一次

线上航空峰会上表示，全球航空业可能要到

2025年才能达到新冠病毒危机前的水平。他

还补充称，欧洲早就应该采取统一的方法开

放边境并对乘客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王兴斌坦言，这种“健康码”肯定还是

会提升一些需求的，特别是对于疫情控制

的比较好的国家，但航空业复苏的关键还

是疫情能否被控制住。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发表电视讲话说，

鉴于法国第二波新冠疫情高峰已经过去，计

划从11月28日起分三个阶段解除封禁措施。

他宣布，自11月28日起，法国将实施第一阶

段“解封”。在这一阶段，个人出行仍需携带

证明，但日常出行范围扩大至距离住所20公

里、时间延长至3个小时；商店在采取防疫措

施的前提下可恢复营业。

自12月15日起，如果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在5000例以下，法国将解除“禁足”措施。电

影院、剧院、博物馆将重新开放；每日21时至

次日7时实施宵禁，但12月24日和31日民众

出行可不受宵禁限制。

自明年1月20日起，如果每日新增确诊

病例保持在5000例以下，将实施第三阶段

“解封”。体育馆和餐馆将恢复开放，宵禁解

除，高中全面复课，大学将在高中全面复课

15天后复课。

他表示，法国将于12月底至明年1月初

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首先在老年人等体

弱人群中展开，但政府不会对新冠疫苗接种

作出强制规定。

据法国公共卫生部门24日发布的数据，

法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155例，

累计确诊2153815例；新增死亡病例1005

例，累计死亡50237例。

为防控新冠疫情，法国于3月17日首次

实施全国“封城”，自5月11日起分阶段“解

封”。为遏制第二波疫情蔓延，法国从10月30

日起再度实施全国“封城”。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11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从本月底至明年初分三阶段进行“解封”。 CFP/图

30000点与62秒

多重利好消息的刺激下，美股再度狂欢

一夜。当地时间周二，美股全线大涨，其中，道

指收涨1.54%，首次收于30000点上方，再次

书写下了历史。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报

30046.24点，涨幅1.54%，纳指涨1.31%，标普

500指数涨逾1.6%。

30000点的高度足以写下美股的里程碑。

据了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立于1896年，

由美国股市30只大盘蓝筹股组成，曾长期被

视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该指数于2017年1月

首次突破2万点整数关口，而在11月16日，道

指盘中刚刚突破29964.29点，创下新高。

最乐见美股冲高的不外乎美国总统特朗

普。没有事先的预告，特朗普突然“闪现”白宫

发布会：“我只想祝贺大家，道琼斯工业平均

指数刚刚达到30000点，这是历史最高水平。

尽管刚刚发生了疫情，但是我们从未突破

30000点。这是一个神圣的数字，没有人认为

他们能够遇见。”

特朗普不忘强调，“这是美股2020年初以

来第9次打破纪录，也是其任内第48次打破纪

录”。整个过程只持续了62秒，围绕的主题也

只有一个，即道指首破30000点是自己任内不

可思议的奇迹。CNBC指出，这也许是特朗普

在白宫简报室讲台上发表的最短的讲话。

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多次提到，如果拜

登当选，美国股市和经济将崩溃。但就目前情

况而言，情况或许并非如此，在新闻媒体宣布

拜登当选后，道指实现了多次创纪录上涨。本

月9日，众多美国媒体确认拜登顺利当选下一

任美国总统之后，整个世界便已松了一口气，

全球股市都出现了普遍的上涨。

疫苗加速遇上大选落定

相比起来，资本市场似乎更加欢迎拜登，

而拜登正式跨越特朗普的障碍开启权力过渡

也成了刺激资本市场的一大利好消息。当地

时间23日，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墨菲通知拜

登及其团队，已准备好启动政权过渡进程，将

向拜登一方发放700多万美元作为过渡资金。

一天之后，路透社的报道便提到，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表示，国务院已开始过渡进程，并

将按照法律规定完成所有工作。同日，一名美

国政府官员透露，白宫已批准向美国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拜登提供总统每日简报。一切的

信号都指向，这场几经反转又几度僵持的美

国大选要迎来最终章了，不确定性正在消除，

而拜登的上台就意味着控制疫情、恢复经济

将成为美国政府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大选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疫苗。当地

时间23日，阿斯利康公司称，第三阶段临床

试验的结果显示，该公司与牛津大学合作开

发的疫苗可以保护70.4%的接种者，如果减

少首剂疫苗的剂量，可保护高达90%的接种

者。此前，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技

术公司BioNTech，以及美国莫德纳生物技

术公司也先后宣布，其研发的疫苗有效性高

达95%。

研发按下“加速键”的同时，新冠疫苗接

种也已经提上了日程。本月20日，辉瑞便已提

到，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了紧急使

用授权。美食药局计划12月10日召开疫苗和

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会议，讨论该项申

请。制药商莫德纳也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提交

申请。

此外，美国联邦政府疫苗极速研发项目

负责人提到，美国计划在三周内启动首批新

冠疫苗接种。该项目负责人斯拉维在接受

CNN采访时表示，12月11日或12日，预计美

国第一批人将能接种；到明年5月前后全美

或将实现70%接种，从而“实现真正的群体

免疫”。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称，美股近期出现不断创新高的走势，一方面

受经济复苏以及新冠疫苗研发成功的推动，

另一方面也由于美联储大量放水催生资产泡

沫，此前公布的美国11月制造业PMI初值

56.7，刷新六年新高，而美国11月服务业PMI

初值57.7，也刷新五年新高，给美国投资者带

来了信心。

美股信心与经济现实

动荡要稳了，疫苗要来了，投资者的心又

躁动了。据了解，在本周前两个交易日中，全

美交易所一共有260亿股完成换手，较往年平

淡 的 感 恩 节 时 期 同 比 暴 增 72%。First

American Trust 首 席 投 资 官 Jerry

Braakman表示，今年完全没有发生能够告诫

散户们不这么疯狂投资的事件，每时每刻都

是抄底的机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3月以来美股

在美联储放水之下开启新一轮上涨之后，投

资者的疯狂。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

认为，疫苗刚刚推出，离大规模接种完成可能

需要1-2年的时间，但经济秩序、资本市场还

是一种预期，尤其资本市场相对比较敏感，会

提前反映市场情况，两年之后确定性的恢复

提前反映到了资本市场上。

也就是说，眼下的美股实际上感受到的

只是一种经济恢复的信号，至于经济真切地

恢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尤其是美国疫情

反扑严重的当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数据显示，进入11月以来，美国单日确诊病例

持续激增至超过10万例，20日更创下192673

例新高。而仅11月以来的三周时间内，新增确

诊病例就超过了300万。

更“要命”的是，美国国会两党却在新一

轮疫情救助计划所涉范围和资金等问题上依

旧分歧巨大。本周已有超125名美国经济学家

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美国联邦政府

通过直接刺激支票和定期付款，在当前新冠

感染数激增之际，向美国人提供额外的财政

援助。“除非决策者迅速采取必要的行动应对

危机，否则我们面临的经济破坏持续期可能

拉长，尤其是对那些遭受了最严重打击的底

层人来说。”

《华盛顿邮报》曾提到，从本月大选结束

到明年1月新一届国会议员正式履职，美国

国会很难在这段“跛脚鸭”会期内通过重要

法案。这意味着，新一轮经济救助法案到明

年1月前都难以出炉。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已反复强调，如果政府没有新一轮经济救助

措施，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害将变得更加

艰难，美国的经济复苏前景也会面临更多不

确定性。

李大霄分析称，美国经济是全球市场重

要的风向标，而美国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两段，

一段是疫苗推出之前手忙脚乱应对的阶段，

这一阶段经济无疑是停滞不前的。但随着近

期大选逐渐尘埃落定，疫苗研发宣告成功，推

动美国经济步入新的恢复性阶段。整体而言，

今年美国经济预计还是负增长，但明年同比

可能会有一个可观的正增长，顺周期的企业

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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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5日

道指首次突破20000点，

当天报收20068.51点 2020年11月24日

道指首次突破30000点，当天涨幅

为1.54%，报收30046.24点

道指走势图（2017年至今）

1997年10月27日

道指暴跌7.18%，美股第一次触发熔断

1999年4月

道指首次突破10000点

2020年太过“玄幻”，年初见证了美股的数次熔断，年末却又见证了美股的数次冲高。如今道指一举突破30000点大关，历史再次刷新在了世人

眼前。疫苗利好进展不断，美国大选终于有了尘埃落定的趋势，不确定性正在逐渐消除，资本市场提前狂欢，连带着的美国经济复苏的希望也逐步攀

升，尽管眼下美国疫情仍旧肆虐，新的经济刺激措施也依旧“难产”。

2020年3月12日

美股第三次触发熔断，道指跌10%

2020年3月16日

美股第四次触发熔断，道指跌12.9%

2020年3月18日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分别暴跌7.82%和7.01%，第五次触发熔断

2020年3月9日

美股第二次触发熔断，道指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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