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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经济衰退？华尔街巨头一致“唱空”
二季度预计350万美国人失业 美联储紧急降息，旨在预防长期衰退
美国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迈耶19日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衰退期。华尔街
巨头的银行家也一致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已经拉开序幕。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美股连续断崖式暴跌，美
联储火急火燎，连续两次提前宣布降息，还推出数千亿美元
量化宽松计划， 旨在防止短期冲击演变为
长期衰退。

正式宣告经济衰退
“我们正式宣布美国经济进入
衰退……而且是深跌。工作岗位将
失去，财富将毁掉，信心将消沉。”
迈耶预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今年
第二季度将萎缩12%，全年国内生
产总值将下滑0.8%。
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将成为衡
量经济冲击震级的指标。 据他预
测，美国第二季度预计每月100万
人失业，共计350万人将失业。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已经引发
全球股市大幅波动。其中，美国标

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道琼斯
工业平均指数从2月创下的历史
高位下跌大约30%。
迈耶认为，美国经济预计第三
季度恢复增长；政府行动将是唯一
的“拯救”方式，“在我们看来，刺激
规模应不设上限”。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19日17时30分 （北京时间20
日5时30分），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累计13060例，死亡17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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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巨头一致唱空
美国彭博新闻社20日报 道，
华尔街巨头的银行家一致认为，
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已
经拉开序幕。
摩根大通经济分析师认为，美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二 季度
将下滑14%， 为至少50年来最大
降幅。
摩根士丹利同样对美国经济
前景表达悲观，称衰退将是美国经
济今年的基调。

供职双线资本公司的杰弗里·
冈拉克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为
90%。
路透社20日公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日
紧急降息后， 美国经济在今后12
个月陷入衰退的几率上升至80%。
这一数字在两周前为30%。美联储
15日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区 间 下 调 1 个 百 分 点 到 0% 至
0.25%。

美联储紧急出手
近期，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巨震，各国
纷纷掀起降息潮。3月3日和15日，
美联储两次在原定议息会议前紧
急降息， 而且推出7000亿美元量
化宽松计划。
美国目前面临着更复杂的局
面。一是疫情冲击恰逢美股估值的
顶峰，加速了长期以来累积的资产
价格泡沫出清。二是美股乃美国居
民财富的重要载体，美股出现系统

性恐慌踩踏、抛售，居民财富急剧
缩水， 将降低居民的消费能力，从
而进一步增加了短期冲击演变为
长期衰退的风险。
从美联储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看， 核心在于提供信贷可用性，防
止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衰退。降息和
量化宽松未必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
但可以避免流动性恐慌，防止经济陷
入大萧条，这是美联储从过去危机中
得到的最大教训和最宝贵经验之一。

古特雷斯：全球经济“几乎
肯定”会衰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19
日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
经济“几乎肯定”会发生衰退，并“有
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规模”。
古特雷斯在当天举行的视频记
者会上说， 我们正面临联合国75年
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全球健康危机。
这 场 危机 与2008年 的 金融 危机 不
同，这不是银行业危机，也不是供求
关系问题，而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社
会的冲击”。
他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完全透
明和协调一致的”措施，共同渡过难
关，并警告说，在疫情日趋严重的情
况下，要提防“保护主义的诱惑”。
古特雷斯呼吁各国从工资、保
险、社会保护、破产保护和失业救助
等方面，对本国最弱势人群、低收入
工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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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疾控中心：
住院患者近四成为青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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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撒钱”能给美国经济止痛？
1969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直升机撒
钱”的概念。弗里德曼设想了这样
一个场景：一架直升机飞过社区上
空时撒下美元钞票，这些钱被居民
捡走，他们将此视为意外之财并进
行消费，带来实际产出增加，从而
助推经济增长。“直升机撒钱”由此
得名。
短短一个月来，美股市值蒸发
近百万亿美元，美国经济衰退风险
陡然上升，迫使美国政府紧急酝酿
高达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选
项之一， 正是所谓的“直升机撒
钱”， 即绕过银行和金融市场向民

当地时间3月18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受疫情影响，纽交所18日宣布将暂时关闭交易大厅，
23日起全部转为电子交易。
新华社 图

众直接派发现金。
美国媒体透露，多数美国人将
会 收 到 超 过 1000 美 元 的 现 金 支
票。如果每个家庭收到政府派发的
现金支票后都花掉这笔钱，相当于
向美国经济额外注入5000亿美元
民间购买力，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
产总值的2%。
美国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首席
经济学家戴安娜·斯旺克认为，向
民众派发现金虽然有助于避免更
多个人和企业在疫情中破产，有助
于缓解疫情在今年第二、第三季度
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但并不能阻止
疫情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新冠肺
炎入院患者中，有38%的患者年龄在
20岁至54岁之间，占比最大。这说明
任何年龄段的成年病例都可能因重
症住院治疗，不可掉以轻心。
这份18日发布的报告研究了
从2月12日至3月16日之间美疾控
中心报告的4226例新冠肺炎病例。
在508名住院患者中， 年龄在20岁
至54岁之间的占38%，55岁至64岁
之间的占17%，65岁至84岁之间的
占36%，85岁以上的占9%。
报告显示，与其他国家一样，美
国年长群体的患病严重程度和死亡
风险相对更高。 所有患者中，53%进
入重症监护室治疗的患者和80%的
死亡病例为65岁以上的群体。

疫情链接

美国新冠病毒检测
“富人优先”惹争议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日
益严重， 检测资源不足，但
不少名人、政治人物和运动
员却能接受检测，哪怕没有
症状。新冠病毒检测“富人
优先”的现象在美国触发争
议。
好莱坞演员伊德里斯·
埃尔巴17日宣布自己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不
过，他因没有症状就能接受
病毒检测招致许多民 众批
评。依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的要求，有症状或有
某些国家和地区旅 行史 等
类别的人员才可 以首 先 接
受检测。
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
赛（NBA）布鲁克林篮网 队
18日宣布，全队在一个私人
机构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确
认4名球员感染。 尽管没有
使用公共卫生资源，篮网队
接受病毒检测仍激起不满。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 在 社交
媒体“推特”写道：“在有危
重病人等待检测的情况下，
一支NBA球队不应该接受
病毒检测。检测不应该服务
于有钱人，而应该服务于病
人。”
30岁的罗宾·弗雷泽就
是亟需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
普通纽约市民。 弗雷泽患有
纤维肌痛和一种自身免疫性
疾病，如果感染新冠病毒，她
出现并发症的风险很高。从
上周开始， 弗雷泽一直发烧
和咳嗽。医生建议她接受新
冠病毒检测，然而，由于试
剂短缺，她没能如愿。
看见名人和政要接受

检测，弗雷泽感到沮丧。“这
太不公平了，” 她告诉美联
社记者，“他们凭什么排在
前面？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却被挤到队伍后面。”
美联社报道，民众的不
满凸显美国医疗 体 制的 不
公平，经济实力强的人群往
往能得到更高水平服务。
就新冠病毒检测“贫富
有别”的问题，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18日说， 有钱
和有关系的人不应 该 享受
优待。不过，他承认，富人和
名人确实有时会得到优待。
“可能这就是生活，” 他说，
“这时常发生。 我注意到有
些人很快就接受了检测。”
由于疾控中心开发的
试剂盒早期出现失误，以及
疾控中心严控受检人 员类
别，民众普遍难以接受病毒
检测。一些被采集完样本的
人也时常抱怨，由于检测机
构积压了大量样本，拖延很
久才能出结果。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 局本 月
早些时候宣布，将允许大型
私人诊断机构推出 新的 检
测方法，同时放松新检测方
法上市前通常需要 的 监管
规定。
在美国私人机构接受
检测可以不受疾 控 中心 有
关受检人员标准的约束。过
去两周，私人机构接受检测
的人数激增。诊断机构实验
室公司预测， 本周末前，每
天的检测量将超过1万次，
本月底前，每天的检测量将
增至2万次。
■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