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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成员加快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谈判进程 

12 月 16 日，TRIPS 理事会正式会议上，成员们一致同意继续

推进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的谈判，以寻求达成高水平共识。 

⚫ 国际机构就提升疫苗接种机会和应对疫情措施展开讨论 

12 月 17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

世贸组织的负责人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举行

了高级别对话，多方一致同意加强多边合作，提升中低收入国家获

得新冠疫苗和其他关键医疗产品的机会。 

⚫ 副总干事埃拉德称 WTO 正积极推动贸易为女性赋权 

12 月 17 日，WTO 副总干事安杰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发言，重点讨论了贸易政策如何增强妇女的

经济权能，并强调了开展贸易与性别研究的重要性。 

⚫ WTO 国际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第三季度货物贸易量下降 

12 月 20 日，WTO 发布最新国际贸易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受

到供应链中断、生产投入短缺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长的影响，全

球货物贸易量在经历连续四季度强劲扩张后，在 2021 年第三季度

下降 0.8%，贸易额则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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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 

WTO 国际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第三季度货物贸易量下降 

12 月 20 日，WTO 发布最新国际贸易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受到供

应链中断、生产投入短缺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长的影响，全球货物

贸易量在经历连续四季度强劲扩张后，在 2021年第三季度下降 0.8%，

北美和欧洲进口水平低于预期是造成下滑的重要原因。虽然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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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量有所下滑，但今年年初至 9月的贸易量仍增长了 11.9%，如果

第四季度贸易量增长回升，则仍能达到 2021 年全年货物贸易量增长

10.8%的预测，新冠疫情变异毒株是影响贸易水平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不同于贸易量，伴随进出口价格大幅上涨，第三季度全球货物贸

易额继续上涨，按名义美元计算的贸易额同比增长 24%，低于第二季

度 46%的增幅，高于一季度 15%的增幅。燃料等初级商品的价格在一

年间增长超过一倍，部分制成品价格上涨，推高了许多经济体的通胀

水平。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stat_20dec21_e.htm，丁广超整理。 

 

 

 WTO重要会议 

WTO 成员加快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谈判进程 

12 月 16 日，在 TRIPS 理事会正式会议上，成员们报告了 MC12

推迟后举行的双边会议和小组磋商情况，重申将继续推进新冠肺炎疫

苗知识产权豁免谈判，以寻求达成高水平共识。 

虽然 MC12 推迟举行，但成员们一致同意继续推进 TRIPS 理事

会的议程，并重点讨论以下两点提案：一是印度和南非提出的关于豁

免《TRIPS 协定》中关于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冠的部分条款的提案

(IP/C/W/669/Rev.1)，二是欧盟提出的有关在新冠疫情下针对《TRIPS

协定》和公共卫生的总理事会宣言草案提案（IP/C/W/681）。 

TRIPS 理事会主席 Dagfinn Sørli 大使表示当前比任何时候都需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stat_20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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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WTO 对疫情做出切实有效的反应，达成这一协议具有重要意义，

建议成员继续以紧迫感和务实的目标感充分参与谈判，加快高级别对

话，积极寻求能够达成共识的做法和方式。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trip_16dec21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 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组审查俄罗斯、多米尼加的贸

易措施 

12 月 20 日，WTO 举行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会上成员同意设立

争端解决专案组的两项请求：一项是欧盟关于俄罗斯影响欧盟获得国

家相关实体商业采购的措施；一项是哥斯达黎加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

对哥斯达黎加波纹钢筋征收反倾销税的措施。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sb_20dec21_e.htm，齐寒整理。 

 

国际机构就提升疫苗接种机会和应对疫情措施展开讨论 

12 月 17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

界卫生组织（WHO）和世贸组织（WTO）的负责人与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UNICEF）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举行了高级别对

话，旨在增加中低收入国家获得新冠疫苗和其他关键医疗产品的机

会。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trip_16dec21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sb_20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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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国际机构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一致表示当前迫切需要加

快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进度，承诺将与各国密切合作，达到

2022 年年中为所有国家 70%人口接种疫苗的全球目标。声明提出为

解决疫苗不平等问题，需要增加对疫苗的供应，提高中低收入国家

部署疫苗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呼吁各国取消出口限制，促进贸易在

支持疫苗和新冠疫情相关医疗产品流通方面的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covid_22dec21_e.htm，齐寒整

理。 

 WTO重要提案 

 

贸易与环境可持续性部长声明 

12 月 3 日，贸易与环境可持续性结构化讨论（TESSD）参加方

散发 MC12 部长声明（WT/MIN(21)/4/Rev.1）。联合声明同意继续在

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工作，并就与贸易有关的气候变化措施和政

策推动实现气候变化目标等问题开展专题讨论，探索推动环境产品

和服务的可能路径，并制定了未来的工作路线图。 

 

塑料污染和环境可持续塑料贸易非正式对话部长声明 

12 月 3 日，塑料污染和环境可持续塑料贸易非正式对话（IDP）

参加方散发 MC12 部长声明（WT/MIN(21)/8/Rev.1）。联合声明同意

继续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工作，确认改进对全球塑料贸易理解的

方式，分享在实现更可循环、资源有效和环境可持续的塑料方面方面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covid_22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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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的经验做法，并继续与其他国际进程加强合作。 

 

化石能源补贴部长声明 

12 月 3 日，新西兰、欧盟等散发有关化石能源补贴的部长声明

（WT/MIN(21)/9）。部长声明表示，这些成员寻求逐步取消低效化石

燃料补贴，将在世贸组织内分享信息和经验，并将在 MC12 前就推进

该议题提出具体工作选项。 

 

妇女经济赋权部长联合宣言 

12 月 6 日，贸易与性别非正式工作组散发成员关于推进性别平

等和妇女经济赋权的 MC12 部长联合宣言（INF/TGE/COM/E）。联合

宣言指出，成员将继续审议和改进有关贸易与性别平等的数据，利用

贸易倡议支持妇女经济赋权，并为此制定两年期的具体工作计划。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 

12 月 2 日，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参加方发布宣言

（WT/L/1129）。宣言正式宣布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谈判

成功完成，明确相关谈判成果将纳入各方现有多边承诺。各参加方将

在宣言发布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相关核准程序，并提交具体承诺

减让表以供确认。 

 

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 

12 月 10 日，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倡议参加方发布联合声明

（WT/L/1130）。各方在声明中强调将继续坚持发展导向，并以现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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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文本为基础推进谈判，目标是在 2022 年底前结束文本谈判，推动

最终达成投资便利化多边协定。 

 

 WTO秘书处观点 

WTO 副总干事埃拉德称 WTO 正积极推动贸易为女性经济

赋权 

12 月 17 日，WTO 副总干事安杰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在

“包容性贸易：性别和就业的法律和经济视角”网络研讨会上发言，

重点讨论了贸易政策如何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并强调了开展贸易与

性别研究的重要性。 

埃拉德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中存在着性别不平等问题，新冠

疫情更加扩大了这一差距，迫切需要通过包容性贸易改善这一现象。

埃拉德建议通过贸易政策为女性就业和经济赋权创造机会：一是为中

小企业提供财政激励，鼓励其雇佣失业女性；二是在 WTO 层面支持

女企业家创业以带动女性就业；三是通过贸易政策减少性别歧视并为

女性创造体面的工作条件；四是在贸易协定中增加与女性就业相关的

贸易协定。埃拉德总结称，WTO 正在积极采取行动，推动贸易为妇

女经济赋权。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ae_17dec21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重要报告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ae_17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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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发布《应对新冠疫情的医疗产品贸易报告》最新数据 

12 月 16 日，WTO 秘书处发布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医疗产品贸

易报告》更新版，对 2021 年上半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该

报告首次发布于 2021 年 4 月，对新冠疫情下全球医疗产品贸易和关

税进行了全面分析。 

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全球医疗产品贸易占世界贸易总

额的 6.1%，总体呈现稳健增长趋势。2021 年上半年医疗产品进出口

总额约为 1.2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2.4%，较 2019 年上半年增长了

31%。病毒诊断试剂、疫苗接种用品的增长速度居于医疗产品前列，

同比分别增长 54.5%和 34.8%。成员对橡胶手套的最惠国平均关税为

8.2%，注射器和针头的关税低于 4%，报告建议各国降低或取消相关

医疗产品的关税，以降低进口成本并加快疫苗的接种部署。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covid_16dec21_e.htm，胡奋梅整

理。 

 

 

 美国动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与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举行线上

会议 

12 月 21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与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事务和气候

保护部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举行线上会议。 

双方回顾了过去九个月美欧贸易关系取得的进展，强调未来将在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covid_16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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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等领域密切合作。双方都认为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推动了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升级，有助于美国-欧盟跨大西洋市场的建

立。双方同意未来在德国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保持密切联系。 

参考资料：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december/rea

dout-ambassador-tais-meeting-german-federal-minister-economic-affairs-and-climate-

action-dr，夏莹玉整理。 

 

 欧洲动态 

欧盟建立东部伙伴关系贸易服务台 

12 月 15 日，欧盟启动了东部伙伴关系贸易服务台以支持欧盟和

东部伙伴国家的贸易投资，其主要功能为识别潜在机遇、提供市场信

息以及作为帮助中心。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多姆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称，

东部伙伴关系贸易服务台将有助于欧盟加强与这一地区的贸易联系，

这一举措将进一步为欧盟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机会，促进欧

盟与东部伙伴关系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参考资料： 

欧委会贸易总司，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345&title=New-EU-funded-

Eastern-Partnership-Trade-Helpdesk-launched，夏莹玉整理。 

 

英国与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december/readout-ambassador-tais-meeting-german-federal-minister-economic-affairs-and-climate-action-dr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december/readout-ambassador-tais-meeting-german-federal-minister-economic-affairs-and-climate-action-dr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december/readout-ambassador-tais-meeting-german-federal-minister-economic-affairs-and-climate-action-dr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345&title=New-EU-funded-Eastern-Partnership-Trade-Helpdesk-launched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345&title=New-EU-funded-Eastern-Partnership-Trade-Helpdesk-laun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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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屈维里安（Anne-Marie Trevelyan）

通过视频会议与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后续将在议会对最终

协定进行审查。 

该协定是英国自“脱欧”以来第一个“从头开始”、自主谈判的

贸易协议，其中首次在数字和贸易方面设定了新的全球标准，这将为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助推英国服务业进入澳大利亚

市场。此外，该协定将有利于推动英国加入 CPTPP。据估计，该协定

预计将为英国带来 104 亿英镑的贸易额，促进英国经济并提高工资水

平，同时取消对英国 100%出口的关税。 

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屈维里安表示，该协议是根据英国的优势量身

定制的，并为英国各地的企业，家庭和消费者提供服务。两国将继续

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全球贸易、气候变化和技术变革方面的共同挑战。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d-australia-sign-world-class-trade-deal，

刘芷君整理。 

 

 日本动态 

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细田参加渥太华集团部长级会议 

12 月 16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细田健一出席渥太华集团部

长会议。本次会议主要就 MC12 应取得的主要成果和 WTO 改革交换

了意见。 

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细田健一表示，日本将加速推进关于打击

数字保护主义、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加剧市场扭曲的产业补贴问题的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d-australia-sign-world-class-trade-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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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对电子商务和环境方面的早期成果表示关切。同时，日本认

为应尽快恢复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讨论，以及就通报和透明度义务

达成协议。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2/20211216003/20211216003.html，刘芷君整

理。 

 

 

 美国研究动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呼吁 WTO 尽快采取行动减少有害的

渔业补贴 

12 月 1 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评论文章，呼吁 WTO 采

取适当行动，加快渔业补贴谈判结束和协议达成，推动海洋可持续发

展等全球问题的解决。 

文章称，当前 WTO 很有可能就解决有害渔业补贴问题达成一项

协议，谈判者正在努力打破在这一问题上长达 20 年的僵局。解决过

度捕捞和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的捕捞问题不仅有助于海洋

的可持续发展，还将促进低收入国家的渔业发展，并能够有效应对气

候变化，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减少潜在的国际冲突。WTO 正在

审议的最新草案将禁止为在专属经济区（EEZ）进行的深海和远洋捕

捞活动提供补贴，并为贫穷国家提供豁免或过渡期等。文章同时表示，

虽然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远远还未达成协议，谈判也存在这诸多

分歧，例如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协议涵盖的补贴类型、存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2/20211216003/20211216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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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议领土的捕捞待遇等。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呼吁 WTO 发挥其谈

判职能，加强成员的对话与协商，尽快就渔业补贴达成协议，从根本

上减少或消除有害补贴，进而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地缘

政治竞争等问题的解决。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wto-must-act-reduce-

harmful-fisheries-subsidies，王林越整理。 

 

美国进步中心提出加快新冠疫情结束的政策建议 

12 月 23 日，美国进步中心发表政策评论文章，对当前新冠疫情

变种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抗疫政策建议，

以加快本轮疫情的结束与经济复苏。 

文章表示，当前新冠疫情变种导致全球感染率和住院率不断提升，

大量经济活动被迫暂停，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应

将降低死亡率、恢复经济活动作为其长期目标，并以更加简单、成本

更低、更有吸引力的方式推动民众遵守公共卫生建议，使其能够为自

己、家人和社区做出健康的选择。文章建议，新一轮疫情的应对措施

应更多地关注于社区健康，包括提升卫生系统能力，加快疫情相关商

品和服务的交付，以及关注心理健康等。文章同时提出了三方面新举

措以尽快结束疫情：一是加快检测产品的供应，特别是家庭快速检测

产品；二是在社区范围内更广泛地分发口罩和检测设备，并普及其使

用方法；三是提升对高风险环境接触者的疫苗接种要求，更新“完全

接种疫苗”的定义，扩大疫苗加强针的普及范围。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wto-must-act-reduce-harmful-fisheries-subsidies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wto-must-act-reduce-harmful-fisheries-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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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总结称，虽然当前部分民众对新冠疫情变种引发的新的限制

措施持消极态度，但新冠疫情的政策措施必须以维护公众健康和推动

经济复苏为根本出发点，未来的政策措施应更加关注疫情对社区的影

响，侧重于干预措施的出台和有效执行，使得民众能够有效遵守公共

卫生建议，增强公众信心，筑牢疫情防护防线。 

参考资料： 

美国进步中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refreshing-the-u-s-strategy-to-end-the-

pandemic/，王林越整理。 

 

兰德公司分析全球数字技能差距及未来发展趋势 

12 月，兰德公司发表研究报告，对当前全球数字技能的发展水平

进行了梳理，对数字技能差距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当

前问题提出了解决建议。 

报告称，数字化改变了工作方式和性质，数字技能逐渐成为现代

劳动力不可或缺的基本属性和能力，企业正积极寻求具有数字技能的

专业人才，以适应日益数字化的竞争环境。而当前全球市场的数字技

术人才存在着严重的供需不匹配，企业往往难以寻求到合适的数字技

术人员。除数字技能外，员工同样需要具备软技能来不断适应新的技

术和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对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新冠

疫情期间，数字技能的差距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数字技能差距对不

同企业、部门乃至国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报告对全球数字技能差距

产生并不断扩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数字鸿沟和社会不平等影

响着民众学习数字技能的机会，同时当前传统教育模式无法满足市场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refreshing-the-u-s-strategy-to-end-the-pandemic/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refreshing-the-u-s-strategy-to-end-the-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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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技能的要求，特别是新冠疫情加剧了对数字技能的需求，部分

国家和地区缓慢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环境使得提升数字能力的机会被

进一步压缩。 

在这一背景下，报告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措施，以弥合全球数字技

能的差距，缓解数字人才市场供需不匹配问题：一是建立全球性的数

字技术框架以匹配数字人才和业务技能需求，基于业务内容制定统一

的数字技能标准，提升数字人才供需对接效率；二是在鼓励企业开展

数字技能培训以弥合企业内部的数字技能差距，通过再培训建立有弹

性的数字人才团队；三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布局，创造数字化技能

的学习环境，使得更多地民众能够接触和学习数字技能；四是在不同

的利益攸关方间建立贯穿各领域的伙伴关系，通过技术人员的流动和

学习，灵活的弥补数字技能的差距，提升数字技能的应用效率和整体

数字化水平。 

参考资料： 

兰德公司，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533-1.html，王林越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分析拜登政府的贸易和外交政策 

12 月 13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系列评论文章，对拜

登担任总统一年来的贸易和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总体而

言拜登政府在外交层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贸易政策有待进一

步强化，需要进一步强化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领导作用，推动全球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53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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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体系发展。 

文章指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成果可以分为大国外交成果和全

球外交成果，在大国外交成果方面，拜登政府通过加强与日本、印度、

澳大利亚和英国等重点国家的联系，建立了新的军事格局；在全球外

交成果方面，拜登政府牵头全球 136 个国家达成了全球企业税协议，

体现了其中产阶级的政策导向，协议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腐败，提升

政府服务水平，增进民众福祉，文章认为这一措施反映出在全球范围

内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和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是可行的。 

而在贸易政策方面，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期间的许多贸易

政策，并且在印太地区的贸易政策仍存在较大缺口。文章认为拜登政

府在贸易政策方面的行动不完全符合其“更好地重建”的主张，其“以

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取得的成果也较为有限，仅体现在有效执行

了美墨加协定的劳工条款，解决了人权和强迫劳动问题。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的高关税政策提升了消费成本，并且持续的供应链中断问题

引发了民众对贸易的负面情绪提升，对重建能力提出质疑。文章同时

表示，尽管美国解决了波音空客争端和钢铝关税争端，但美国与欧盟

和英国仍需要通过持续努力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并寻求全球贸易解

决方案。文章同时建议拜登政府关注数字贸易协定，通过加强数字贸

易政策以维护经济利益并防止未来潜在冲击。 

参考资料：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2/us-spotlight-year-review-and-looking-ahead，

王林越整理。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2/us-spotlight-year-review-and-looking-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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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分析新冠疫情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 

12 月 21 日，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文章，对新冠疫情对全

球通货膨胀和菲利普斯曲线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新冠疫情

及其造成的封锁措施导致了全球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全球性影响因

素如全球商品价格、汇率的变动和生产者间的价格竞争，大幅加剧了

疫情期间通胀率的波动。 

文章称，通过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最新研究可以发现，同时不同于

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仅关注于国内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疫情

期间全球性因素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全球商品价格、汇率、

生产者价格竞争都会对通胀产生潜在影响，且这一影响在不断扩大。

疫情初期，大多数经济活动停滞、家庭消费降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

导致了通货膨胀急剧下降。而疫情后期，伴随全球贸易和大宗商品需

求的增加，全球经济活动逐渐复苏，而美国强劲的需求增长和一系列

供应冲击导致的供应链复苏放缓，大幅加剧了全球通胀。同时新冠疫

情导致部分工人无法参与工作、家庭成员需要更多时间照顾家人、部

分企业和部门关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潜在产出水平。另一方面，

疫情导致消费者需求从服务转向商品、从城市中心转向人口较少地区，

导致部分商品部门和地区的供应能力承受较大压力。 

报告预计，未来通货膨胀的前景较为复杂，潜在供应的增加将可

能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下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总体通胀水平，伴

随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价格压力也将伴随供应链压力的减弱而逐

渐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新冠病毒的变体引发新的健康问题，将可能

影响供给侧的复苏，通货膨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持续。报告建议政

府更多地关注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因素，减少全球性封锁措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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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和不当竞争的影响，进而降低全球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和负面影

响。 

参考资料：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https://voxeu.org/article/pandemic-inflation-and-nonlinear-global-phillips-curves，王

林越整理。 

 

布鲁盖尔研究所分析欧洲新一轮疫情封锁措施的经济影响 

12 月 23 日，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政策评论文章，对新冠疫情变

异毒株引发的新的封锁措施对欧洲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建议各

国政府关注细节、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抗击疫情

新一轮传播。 

文章称，伴随新冠疫情变异毒株在欧洲的新一轮传播，许多欧洲

国家不可避免地引入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由于各国疫苗接种水平、

具有抗体的人数存在差异，限制措施的范围和影响也有所不同，民众

对限制措施的态度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存在差别。文章以英国、奥

地利和德国三个在疫情中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国家为例，对新冠疫情

新一轮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上述三个国家在 2021 年年中均未实施疫

情相关的限制措施，在今年年底，受大选影响，德国政府尚未出台强

制性的干预措施，英国实施了较为温和的限制措施，而奥地利则实施

了较为严格的法律限制和封锁措施。在不同政策措施的影响下，英国

的确诊病例呈现上升趋势，奥地利的总体情况较为稳定，而德国的确

诊病例激增，加大了地区医疗压力，疫情传播现状也迫使德国开始颁

布疫情封锁措施和疫苗接种指令。 

https://voxeu.org/article/pandemic-inflation-and-nonlinear-global-phillips-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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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一轮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文章认为欧洲政府已经逐步摸索

出疫情应对措施，更加善于在经济上给予企业和工人支持，以降低疫

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同时这一影响在不同部门和工种间存在差异，对

远程办公的人群总体影响不大，服务业和零售业将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但当前大部分企业开始转换营销模式和形式，对疫情的适应性不断增

强。即便如此，文章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有效的限制措施，以民众

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力求将封锁措施的经济影

响降至最低。 

参考资料： 

布鲁盖尔研究所， 

https://www.bruegel.org/2021/12/what-will-be-the-impact-of-europes-next-round-of-

covid-19-restrictions/，王林越整理。 

 

 

https://www.bruegel.org/2021/12/what-will-be-the-impact-of-europes-next-round-of-covid-19-restrictions/
https://www.bruegel.org/2021/12/what-will-be-the-impact-of-europes-next-round-of-covid-19-restri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