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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疾病

尽管消灭生物物种被认

为是一种罪过， 但消灭病毒

与寄生虫则不为过， 如恶性

疟原虫， 这种寄生生物每年

可导致

45

万人死亡并造成巨

大经济损失。 美国慈善机构

盖茨基金会认为， 消除疟疾

可在

2040

年前为全球带来

2

万亿美元收益。

除疟疾以外， 艾滋病及

结核病毒也在每年夺走成千

上万人的生命，而麻疹、百日

咳及腹泻更是每年致死上百

万儿童。 不过近年来的卫生

运动使得相关疾病伤亡人数

不断下降， 比如死于疟疾人

数已比

2000

年时下降了

75%

， 而这主要归功于医学

界不仅控制

了 病 毒 感

染， 更通过

消灭病原体

和寄生虫，

使得一些疾

病 完 全 绝

迹， 比如天

花和牛瘟，

不过这还远

远不够。

有些疾

病并不适于

消灭之，因

其病毒生物

体总徘徊于

自然环境中

或拥有其他动物

宿主。 肺结核病毒甚至可以

悄无声息传染给他人， 连医

生也查不出相关传染症状。

像麻疹、腮腺炎、风疹、丝虫

病和猪肉绦虫等五种病症自

1990

年以来基本就未见削

减， 不过前三者都是强化疫

苗接种运动的主攻病症，因

而很容易成为下一拨绝迹病

毒。丙肝也应成为其中之一，

尽管相关治疗丙肝的新药物

几乎对该病

100%

有效，但该

病每年仍会夺走约

50

万人的

生命。 而消除上述七种疾病

每年可挽救

120

万人的生命。

有人认为， 为消灭疾病

而不惜成本追踪最后几宗病

例或显徒劳，不过，若在贫穷

国家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活

动从而降低相关疾病， 则会

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同。 殊不

知，疾病往往会出现反弹，而

疟疾就在

1960

年代上演了这

一幕。对此，《经济学人》杂志

认为， 当今医疗界在三方面

的改进为消灭某些疾病提供

了可能。

首先是通讯技术的进

步：在过去二十年里，随着移

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普

及，加上公路网的扩张，病例

定位与监测技术在不发达国

家已得到大大提高， 从而为

跟踪相关病例提供了必要基

础。其次是医疗技术更佳。比

如将丝虫病列为消灭名单

中，是拜赐伊维菌素的发明，

该药物可有效杀灭引起该病

的蠕虫。 第

三是政治态

度 出 现 变

化。 各国政

府尤其重视

对艾滋病的

防治， 而政

府的关切往

往能加强相

关医疗基础

设施建设 ，

为应对艾滋

病， 各国政

府纷纷创建

新的诊所网

络并配备训

练有素的医

疗人员，这些基础

设施和人员均可以成为消灭

相关疾病的骨干力量， 并成

为消灭其他疾病计划的新起

点。

当然， 相关疾病消灭计

划的名单也需因时而变，以

当今情势来看， 艾滋病很有

可能被根除。 因它与人类首

个根除的疾病天花有相似之

处， 即病毒离开人体后无法

单独生存超过几小时， 换言

之，艾滋病毒无处藏身，而艾

滋病目前缺乏的只是像防治

天花那样的可靠疫苗。

纵观历史， 人类与疾病

进行致命的、 永无休止的战

争。 今天疾病造成的伤亡人

口主要来自贫穷地区， 不过

消灭某些病毒杀手已在人们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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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分化与转型”

□刘丽娜

当前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可用“分

化与转型”来概括。其外在表现，还可以用

“困难且复杂”来形容。

先从分化上看，至少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增长速度分化，二是宏观政策分化。

日前在秘鲁首都利马结束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秋季年会，

传出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速的最新权威数

据。

IMF

每年春夏秋冬四次通过《世界经

济展望》报告，对世界经济增速做出预测，

而秋季的数据被认为比春夏两次更接近

全年的实际终值。

不出预料，

IMF

再次下调世界经济增

长预测， 从

7

月份预测的

3.3%

下调到

3.1%

，这比年初

1

月份时的

3.6%

下调了

0.5

个百分点。

3.1%

的幅度将是世界经济走

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进入复苏通道以

来的最低增速。

在整体下调当中，分化更加明显。

主要经济体中， 走升势的凤毛麟角，

其中引人注目的仍是所谓盎格鲁

-

萨克

逊文化的美国和英国。 比照今年

7

月的预

测，这两个国家的全年经济增速都被上调

0.1

个百分点。 尽管幅度不大，但在普遍下

行压力下，这

0.1

也显得弥足珍贵。

走跌势的最为普遍。 发达经济体这

边，“复苏步伐持续缓慢”，

IMF

将其今年

整体增速下调

0.1

个百分点。 日本被下调

0.2

个百分点，德国下调

0.1

个百分点，加拿

大甚至被下调

0.5

个百分点。

新兴经济则更加惨烈。 “它们的经济

增长在

2015

年将连续第五年下滑。 ”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菲尔德指出。 “新

兴经济体将面临雷曼时刻。 ”以美国前财

长萨默斯为代表的悲观者甚至这样警

告。 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板块今年经

济增速预测整体被下调

0.2

个百分点，其

中印度下调

0.2

个百分点，俄罗斯下调

0.4

个百分点， 拉美国家整体下调

0.8

个百分

点，巴西甚至被下调

1.5

个百分点。

在

IMF

眼中，增速走平势的经济大国

为中国， 它维持了对中国今年增长

6.8%

和明年

6.3%

的预测。 这两个数据一直没

有被中国官方所乐于接受，因为中国政府

更愿意用“

7%

左右”的模糊表述，以便为

自身的政策解释留下回旋余地。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即将发布，经

济学家预计这一季度的

GDP

增速不容乐

观。可以想象，届时有关中国经济软着陆、

硬着陆的辩论将继续升温。

再从政策分化上看， 最主要的体

现是货币政策的使用。 由于增长缓慢

且乏力，各国都苦于没有良药。 日本在

安倍的 “前三支箭” 效果不彰的情况

下，还要继续死马当活马医，筹划刺激

经济增长的“新三支箭”。 欧洲央行行

长德拉吉继续放狠话， 要誓死捍卫欧

元， 意味着欧元将获得无限支持的流

动性。 而复苏相对稳固，失业率回归正

常水平的美国经济则在反复试探与全

球沟通加息的可能。

分化之外，世界经济的另一个主要特

点是“转型”。

IMF

总裁拉加德把转型分为三个方

面，包括：中国经济的大转型，美联储转向

升息周期， 以及大宗商品转向低价位时

代。 这三大转型又是相互影响的。

根据笔者长期跟踪观察，

IMF

之所以

把中国经济转型列为当前世界经济转型

挑战之首，是因为这家国际权威经济智识

提供机构日益感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即所谓“外溢影响”超

过了它的预期。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

沃尔夫在最新的评论中说“中美打喷嚏，

世界都感冒”。 过去是美国打喷嚏，世界

就感冒， 现在是中国打喷嚏， 世界也感

冒。这显示了世界两大经济体的重要性，

尤其是中国。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成为许多

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外部条件”，中国

经济增速减缓，使得这些国家的外部条

件变得更为困难。

IMF

说，那些比较依赖

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经济增长变得更

加不易。 俄罗斯经济今年预计萎缩

3.8％

，巴西萎缩

3.0％

，在主要经济体中

黯然失色。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展政策

及研究司司长洪平凡说，中国经济增速放

缓是在

30

年高速发展后的正常现象，也可

看作是全球化达到一定饱和后稳定状态

下的结果。中国经济面临最主要的挑战是

自身。

毋庸讳言，世界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经

济转型不无忧虑。 但理性的观察者认为，

对中国经济的忧虑其实恰好说明对中国

寄予更大期待。 连续几年来，中国都是世

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一度对世界增长

的贡献超过

50％

，未来也会继续作为增长

的主要贡献者。

而中国的转型不是朝夕之事，过程当

中会出现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问

题。 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国惊讶”

仍将不会少见。而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世

界经济转型之间关系的讨论，将继续占据

经济学家的重点议题。

美联储年底加息又悬了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15日，一场名为“位于十字路口的美

联储，下一步怎么走” 的研讨活动在华盛

顿布鲁金斯学会举行。 因为一位重量级嘉

宾、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达德利

的到来，会场爆满，座无虚席。 作为美联储

货币政策制定的关键成员之一，达德利对

美联储加息问题的表态成为当天各方关

注的焦点。

就在本周一、二，美联储货币政策制

定的两名关键成员莱尔·布雷纳德和丹

尼尔·塔鲁洛分别对美联储今年年底加

息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全球经济放缓正

在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低油价和强势美

元进一步压低美国通胀预期， 把加息时

间推迟到明年更为稳妥。 这并不是美联

储官员今年第一次释放推迟加息的信

号，但这次的情况与往常很不一样。 因为

9月底和上周末，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副主

席费希尔分别表示今年年底加息存在可

行性， 并且这也是美联储过去几个月一

直对外界传递的信息。 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 美联储重要官员分别给出相互矛盾

的信息不仅让市场预期年底加息的预期

降温， 同时也让美国公众对美联储货币

政策的困惑程度大幅上升。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目前，投资人预计

美联储今年年底加息的预期已经从9月份

美联储政策例会前的60%降至40%。 而苏

格兰皇家银行美国分行战略部负责人约

翰·布里格斯表示， 布雷纳德和塔鲁洛的

表态凸显了美联储在向外界传递信息时

的前后矛盾，对此，投资人已经感到“疲

惫” 。 该公司10月1日的一份调查显示，受

访的近100名机构投资者中62%的机构投

资人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指引“已经缺

乏可信度” 。

在此前的公开表态中， 达德利一直对

年底加息持支持态度， 当天在布鲁金斯举

办的研讨会上， 他积极回应了市场的各种

质疑。 他认为美联储有必要保持货币政策

的灵活性， 不能严格遵守某种具体的经济

学模型， 因为模型与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

相比过于简单， 严格遵守会影响美联储应

对金融危机的速度。

而对于布雷纳德和塔鲁洛建议将加

息推迟至明年的言论，达德利回应道，美

联储理事间的分歧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

大， 美联储官员还是在相同的货币政策

框架下来决定何时加息，“我们是基本一

致的。 ” 他说。 但是，达德利也承认，美联

储与外界的沟通做得不够好。 他说，主要

原因是美联储官员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会

达到加息要求存在不同看法， 而且这些

分歧都有 “现实依据” ———一些经济指

标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已经略微高于其潜

在增长率，另一些则显示经济在放缓。 他

坦言， 近期的一些经济数据就显示美国

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特别是企业库存、美

元升值、 全球经济增长低迷都在拖累美

国经济。

但是， 当研讨会主持人问他12月份美

联储是否会加息时， 达德利表示他不知道

答案，“要依据经济数据而定” ， 而到12月

中旬的美联储政策例会， 还有很多经济数

据有待观察。

就在几个月前， 市场还在争论美联储

是否会在9月加息，而今，能否在年底启动

加息也成了悬念。达德利所谓的“依据经济

数据而定”虽然合乎逻辑，但到底依据哪些

数据，如何解读这些数据仍是未知数。 而这

也决定了这场持续一年的关于美联储何时

会改变全球最重要的基准利率的猜测，还

将继续下去。

“排放门”事件持续发酵

大众押宝新能源汽车

□本报记者 刘杨

从“排放门” 事件曝光到各国分

别发起汽车业造假调查， 再到新任北

美区负责人拒绝履新并直接辞职，德

国大众汽车公司在过去一个月里，成

了全球汽车业丑闻和闹剧的主角，甚

至可能被搬上大银幕， 成为好莱坞电

影题材。

都说船大难调头， 但因丑闻跌掉

30%市值的昔日汽车巨头， 寄望于发

展新能源汽车来弥补损失。

两招不慎满盘皆输

包括大众汽车自己在内， 谁也不

能否认， 使用欺诈软件来达到排放标

准的做法，是导致其“满盘皆输” 的昏

招。 在“排放门” 事件被曝光后，面对

各国汽车业调查的大众汽车也在积极

寻求能够力挽狂澜、 至少能够亡羊补

牢的措施， 安排范安德出任集团北美

区负责人， 利用其丰富的经验和极佳

的业界口碑力保最为重要的北美市

场，正是处于这样的考量。

没曾想，范安德拒绝履新，甚至直

接从当前岗位挂印而去， 令大众汽车

陷入空前的被动。 一方面，大众在美国

面临高达18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因为

这一事件， 现在看上去几乎已是板上

钉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印度等国

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汽车进口需求下

滑， 一直被大众汽车认为可以予取予

求的亚洲市场， 也因为曾在华工作的

范安德的离去而变得充满不确定性。

难怪西方媒体慨叹，范安德与大众

汽车25年的结合在短短21天内土崩瓦

解，其情形颇似在全球汽车业领先多年

的大众汽车，眼下面临“兵败如山倒”

的尴尬。 更有甚者， 如果范安德力主

“斯柯达”品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观点

由其继任者继承并加以践行，大众汽车

的潜在危机无疑将进一步加深。

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网

友们则继续在大众汽车的 “伤口” 上

撒盐。 他们建议大众汽车大力发挥在

欺诈软件应用上的“特长” ，推出新产

品，帮助中国消费者化解尾号限行、单

双号甚至购车摇号等困扰。

“配角档期”难消化

“排放门” 事件一出，作为全球汽

车业龙头品牌的大众汽车也难逃被人

们消遣和恶搞的命运， 不仅成为各路

名人炒作时的“特邀捧哏” ，还义无反

顾地充当着极富娱乐精神的当今社会

的“躺枪者” 和“背景板” 。

美国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

里奥就将借助大众汽车的此次丑闻

专门拍摄电影———其制作公司Ap-

pian� Way和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已

用六位数价格买下了《纽约时报》记

者杰克·尤因关于大众汽车 “排放

门” 丑闻的新书。迪卡普里奥，这位从

上世纪末《泰坦尼克号》起步并依靠

20年间持续打拼而最终在好莱坞名

利双收的超级影星，最大遗憾就是总

与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杯擦肩而过。

现在，他看上去已打定主意借助大众

汽车这位星光耀眼的“配角” ，向奥

斯卡小金人再度发起冲击。 可以想

见， 一旦迪卡普里奥几年后夙愿得

偿，大众汽车将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

谈中，成为怎样的笑料。

连《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来凑热

闹：位于伦敦的吉尼斯编辑人员14日

表示，德国足球俱乐部拜仁慕尼黑前

锋罗伯特·莱万多夫基斯将入选新版

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保持的四

项纪录———德国顶级足球联赛最快打

进三球、现代足球历史上最快打进四

球和五球，以及替补球员出场打进五

球， 都出现在2015年9月22日的一场

比赛中， 当时被莱万多夫斯基9分钟

内5次洞穿球门的正是位于大众汽车

总部所在地并由该集团赞助的沃尔

夫斯堡俱乐部。 换言之，大众汽车将

四次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身后的“背

景板” 。

新能源车不容有失

当然，大众汽车最担心的还是成

为全球汽车业发展的“背景板” 。 为

避免这一尴尬，该公司此前宣布，截

至2019年， 将斥资超过千亿欧元押

宝新能源车市场， 即陆续投放15款

车型，涵盖纯电动、插电混动及新能

源三大类别。 未来，这些车型都将有

望实现国产化，以此完善新能源产品

布局。

大众汽车的下一代辉腾也将提供

纯电动版本车型。 目前，大众汽车对此

旗舰电动版车型的细节透露很少，只

是表示电动版辉腾项目2020年才会启

动，可能和奥迪的e-Tron共用使同一

平台和动力总成。

此前，为削减成本，大众汽车本准

备砍掉辉腾车型。 但为挽回“排放门”

事件负面影响，又重新启动这个项目。

德国《明镜周刊》指出，虽然在新

能源车上的布局是大众汽车不容有

失的一场赌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胜

券在握。 相反，由于德国经济在此前

的金融危机中深度受创，美国和日本

的汽车业早已疯狂加码新能源汽车，

而大众汽车受整个欧洲经济拖累，虽

然较欧美同行更早地瞄准新能源车

这一“高地” ，却不得不在保持稳定

性的要求下缓步前行，并因此失去行

业竞争先机。 正所谓“起了个大早，赶

了个晚集” 。

因此，该报指出，与其搬出2020年

之后的事情取悦投资者， 还不如踏实

妥善解决好眼下的“排放门” 事件。 这

也意味着， 大众汽车若想重新成为全

球汽车业主角， 所花费的工夫远非一

朝一夕。

金属晚宴的段子手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过去三年里伦敦金属周的晚宴看上去

似乎没什么不同： 来自世界各地大宗商品

领域的精英， 穿着笔挺的晚礼服聚集在市

中心的格罗夫纳酒店。 餐前的酒会上每人

端着一杯鸡尾酒， 与周围的同伴抱怨着伦

敦糟糕的天气， 分享中国因素对市场影响

的段子。

不过稍加留意的话，会发现段子手的

侧重也是与时俱进的。 前年大家还在期

盼“中国因素” 能够带动超级牛市昨日

重现， 去年则已经把重点放到中国保税

仓库里的铜融资骗贷问题上， 而今年人

们已经开始接受中国需求放缓带来的后

续结果。

对金属市场来说， 中国需求减退的后

果很严重。 和去年伦敦金属周晚宴时相比，

目前铜价下跌了18.5%，铝价回落了15.7%，

镍价更是大跌了32.8%，此外锌、锡和铅的

价格跌幅也在10%到23.5%之间。

对现货市场来说， 过去一年并不值

得怀念，大宗商品交易商来宝集团今年

上半年的税前利润同比下跌98%， 而嘉

能可一度经历了“雷曼时刻” 。 其他矿

产商的日子也不好过，从必和必拓到力

拓，再到淡水河谷，是否减产已经成了

董事会里经常被讨论的一个问题———而

就在几年前，大家挂在口头上的还是释

放产能。

对于减产问题的不同答案， 导致两种

不同的政策。 经历流动性危机的嘉能可宣

布， 其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矿

削减40万吨铜产量， 自由港迈克墨伦铜金

矿公司也宣布减产计划。 就在一些矿业公

司试图减产保价的同时， 澳大利亚人则已

经为“商品割喉战” 做好了准备，即使在商

品价格普跌的时候， 力拓及必和必拓也一

直在提高产量， 押注旗下低成本的矿产资

源将使其挺过艰难时期， 并将生产成本较

高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顺手占领其留下

的份额。

因此在经历商品熊市后， 参与者或许

将迎来“剩者为王” 的时代。 随着高成本产

能出局，市场基本面也会逐渐恢复平衡。 以

铜为例， 目前供应过剩的局面将不断得到

缓解， 不少分析师认为到2017年将会出现

市场供应缺口， 而在那之前敏感的铜价就

会大幅上扬。 这一预测虽然看上去颇有道

理，但却忽视了需求端同样处于动态中。 在

最坏的情况下， 如果中国需求下降幅度超

预期， 那么市场再平衡无疑会来得更晚一

些。 相比之下以看空而著称的高盛观点相

对温和， 这家投行认为今年中国的铜需求

只是零增长而已。

对商品市场参与者来说， 中国需求已

越来越成为一个变量，这也是他们需要适

应的一个“新常态” 。 而且金属周酒会的

欢乐气氛，也可以大大冲淡对基本面信心

不足的烦恼，毕竟在扎着黑色领结的精英

们喝尽杯中酒的时候，多种基本金属的价

格在金属周里创下了一个月来的高点。 大

家已经适应了市场的变化不定，在属于金

属的盛宴里，或许唯一不变的就只有在酒

会上经常被提及的那些抱怨天气的经典

段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