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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 称全球经济复苏持续推进但动力不足 

经合组织最新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济复苏持续推进，但动

力逐渐不足，且复苏的不平衡性逐渐凸显。疫苗接种率较低的低收

入国家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仍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同时由于供

应瓶颈持续存在、生产成本上升、通胀上升、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

响，各国经济复苏势头开始减弱。 

⚫ WTO就印度关于召开疫情应对部长级会议的提案进行讨论 

1 月 10 日，总理事会主席卡斯蒂略召集会议，就印度近期提

出的关于召开新冠疫情应对虚拟部长级会议的提案进行讨论，包

括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内容。会上，总干事伊维拉敦促 WTO

成员加紧努力，在未来几周内就知识产权和其他问题达成多边共

识，推动 WTO 为应对新冠疫情做出贡献。 

⚫ 美国取消埃塞俄比亚、马里、几内亚的非洲免税贸易计划 

1 月 1 日，美国宣布终止对埃塞俄比亚、马里、几内亚的免税

贸易计划，因为三国政府都违反了《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

的规定。 

⚫ 欧盟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1 月 13 日，欧盟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 6 个月，

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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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称全球经济复苏持续推进但动力不足 

2021 年 12 月 21 日，经合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

经济复苏持续推进，但动力逐渐不足，且复苏的不平衡性逐渐凸显。

疫苗接种率较低的低收入国家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仍受到疫情的严

重影响，同时由于供应瓶颈持续存在、生产成本上升、通胀上升、劳

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各国经济复苏势头开始减弱，也为各国政策制

定带来了较大挑战。 

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在 2021年反弹 5.6%之后，将在 2022年以 4.5%

的速度增长，到 2023 年放缓至 3.2%，OECD 国家通货膨胀率将在

2022 年初达到峰值，并将在 2023 年之前下降至 3%左右。报告同时

称，伴随需求模式正常化、生产能力提升和劳动力持续恢复，供应限

制和短缺也会逐渐减弱，预计到 2023 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将重回

疫情前的产出水平，但债务增加可能使得增长潜力仍然低迷，许多国

家的通货膨胀率也将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

全面复苏，但大多数产出水平可能达不到疫情前水平，特别是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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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冠肺疫情将给上述国家带来长期持续性影响。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官网，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oecd-economic-outlook-volume-2021-issue-

2_47d846c1-en，丁广超整理。 

 

 

 WTO重要会议 

WTO 就印度关于召开疫情应对部长级会议的提案进行讨论 

1 月 10 日，总理事会主席卡斯蒂略（Dacio Castillo）召集会议，

就印度近期提出的关于召开新冠疫情应对虚拟部长级会议的提案进

行讨论，包括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内容。会上，总干事伊维拉敦

促 WTO 成员加紧努力，并建议成员拿出政治意愿，在未来几周内就

知识产权和其他问题达成多边共识，推动 WTO 为应对新冠疫情做出

贡献。会议听取了成员关于会议的一系列意见，包括时间安排、议题

范围以及进一步缩小成员间分歧的必要性等。总理事会主席表示将继

续就印度的提案与成员们进行磋商，并强调共同应对新冠疫情仍是成

员的当务之急。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c_10jan22_e.htm，齐寒整理。 

 

印度就糖补贴争端向 WTO 提起上诉 

1 月 11 日，印度通知争端解决机构，决定就巴西、澳大利亚和危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oecd-economic-outlook-volume-2021-issue-2_47d846c1-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oecd-economic-outlook-volume-2021-issue-2_47d846c1-en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c_10jan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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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马拉在“印度-关于糖和甘蔗的措施”（DS579、DS580、DS581）中

的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专家组报告已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发放给

WTO 成员，上诉请求已于 1 月 12 日散发给 WTO 成员。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579_580_581apl_11jan22_e.htm，

齐寒整理。 

 

 WTO重要活动预报 

WTO 将举行第 10 届中国最不发达国家圆桌会 

1 月 18—20 日，世贸组织秘书处将以视频方式举行第 10 届中

国项目最不发达国家加入圆桌会，会议将围绕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世

贸组织和融入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 

 

WTO 将举行巴拿马第 3 次贸易政策审议 

1 月 24 日和 26 日，WTO 将举行巴拿马第 3 次贸易政策审议。 

 

WTO 将举行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倡议会议 

1 月 26—27 日，WTO 将举行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倡议会议，

会议将就投资便利化谈判文本进行磋商。 

 

WTO 将举行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会议 

1 月 28 日，WTO 将召开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会议，当天下

午市场准入委员会将召开新冠疫情相关产品贸易信息通报会。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579_580_581apl_11jan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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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events_e/events_e.htm，胡奋梅整理。 

 

 

 美国动态 

美国取消埃塞俄比亚、马里、几内亚的非洲免税贸易计划 

1 月 1 日，美国宣布终止对埃塞俄比亚、马里、几内亚的免税贸

易计划，因为三国政府都违反了《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的

规定。 

美国称，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在于上述三国不符合《非洲增长和

机会法案》的资格要求——埃塞俄比亚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几

内亚没有在建立法治和政治多元化方面取得持续进展，马里在保护工

人权力方面未取得进展且存在严重侵犯国际公认人权问题。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USTR）在声明中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恢复路径

与基准，美国政府将继续评估三国的资格要求，并与各国政府合作实

现法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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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anuary/us-ter

minates-agoa-trade-preference-program-ethiopia-mali-and-guinea，夏莹玉整理。 

 

美印发布农产品进出口联合声明 

1 月 10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和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To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events_e/events_e.htm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january/us-terminates-agoa-trade-preference-program-ethiopia-mali-and-guinea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january/us-terminates-agoa-trade-preference-program-ethiopia-mali-and-gu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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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sack）表示，印度政府已与美国达成农产品进出口联合声明，同

意允许美国猪肉和猪肉产品进口到印度，消除了美国农业贸易长期面

临的壁垒之一。戴琦表示，印度首次允许美国猪肉进口，对美国生产

商和印度消费者来说都是个好消息。维尔萨克则表示，这项协议标志

着 20 年来美国猪肉寻求进入印度市场的努力达到顶峰，美国正努力

确保美国猪肉行业能够尽快进入印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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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anuary/amba

ssador-katherine-tai-and-secretary-tom-vilsack-announce-new-india-agreement-allow-

us-pork-and，夏莹玉整理。 

 

 欧洲动态 

欧盟反对韩国两大船企巨头合并 

1 月 13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反对韩国现代重工集团

和大宇造船公司合并，原因在于欧盟认为两大船企合并后将在 LNG

船建造市场形成垄断。 

根据要求，现代重工集团与大宇造船的合并必须通过韩国、欧

盟、日本、中国、哈萨克斯坦、新加坡在内的 6 个国家和地区的反

垄断审查，只要一个国家提出反对，现代重工集团就不能收购大宇

造船。 

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官网，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2_346，夏莹玉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january/ambassador-katherine-tai-and-secretary-tom-vilsack-announce-new-india-agreement-allow-us-pork-and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january/ambassador-katherine-tai-and-secretary-tom-vilsack-announce-new-india-agreement-allow-us-pork-and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january/ambassador-katherine-tai-and-secretary-tom-vilsack-announce-new-india-agreement-allow-us-pork-and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2_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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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欧盟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1 月 13 日，欧盟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 6 个月，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制裁措施于 2014 年 7 月首次实施，至今已持续

7 年半，目前主要针对俄罗斯金融、国防、军民两用产品及能源领

域。 

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官网，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1/13/russia-eu-

renews-economic-sanctions-over-the-situation-in-ukraine-for-further-six-months/，

夏莹玉整理。 

 

英国和阿曼建立主权投资伙伴关系 

1 月 11 日，英国和阿曼签署了主权投资伙伴关系（SIP）协定，

同意在高价值投资方面加强两国间的合作。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加强

英国和阿曼之间的经济往来，加大清洁能源和技术等领域的商业投资

力度。英国投资大臣表示，阿曼是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长期战略合作伙

伴，来自英国的直接投资约占阿曼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主权投资伙

伴关系有助于两国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d-oman-kickstart-sovereign-investment-

partnership-to-boost-investment-links，刘芷君整理。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1/13/russia-eu-renews-economic-sanctions-over-the-situation-in-ukraine-for-further-six-months/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1/13/russia-eu-renews-economic-sanctions-over-the-situation-in-ukraine-for-further-six-month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d-oman-kickstart-sovereign-investment-partnership-to-boost-investment-link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d-oman-kickstart-sovereign-investment-partnership-to-boost-investment-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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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印度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1 月 13 日，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屈维里安（Anne-Marie Trevelyan）

会见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并正式启动

英印自由贸易谈判。双方同意第一轮谈判将于 1 月 17 日开始，今后

几轮谈判大约每五周举行一次。 

印度与英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总理鲍里斯·约

翰逊和印度总理莫迪于 2021 年 5 月宣布的 2030 年路线图中指出，到

2030 年两国将双边贸易翻一番，两国将寻求达成一项互惠互利的协

议，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在贸易谈判的同时，英国-印度联合经

济贸易委员会将继续致力于改善两国贸易关系，解决自由贸易协定以

外的市场准入壁垒问题。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india-uk-joint-media-statement-on-launch-of-

negotiations，刘芷君整理。 

 

 

 美国研究动态 

兰德公司建议美国推动全球疫苗的公平分配 

12 月 28 日，兰德公司发布政策评论文章，建议美国担负起推动

疫苗全球接种的责任，推动发展中国家疫苗的接种部署，在全球范围

内尽快结束疫情。 

文章称，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引发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富裕国家生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india-uk-joint-media-statement-on-launch-of-negotiation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india-uk-joint-media-statement-on-launch-of-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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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疫苗超出其需求，而贫穷国家则难以获得足够的疫苗，疫苗供应差

异使得全球成为疫苗的培养皿，为病毒的繁殖和变异提供了环境。当

前部分富裕国家已采取措施解决疫苗不平等问题，但美国在其中起步

较晚且交付缓慢，在当前背景下，美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推动疫苗的全

球分配。 

文章建议美国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动员其他国家履行疫苗公平

分配的承诺，同时可以与 WHO 等国际组织合作，解决 COVAX 等倡

议面临的挑战，以促进疫苗的交付与管理，提供更广泛的疫情诊断和

治疗措施。同时向他国提供疫苗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据兰德公司的

最新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认为应当向他国提供额外的疫苗，

近 60%的新冠疫情患者认为，如果美国没有为他国提供疫苗或金钱的

支持，将可能使得自身陷入危险。 

文章同时分析，部分国家接种率低下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包括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差、物流和配送能力低以及卫生决策摇摆不定

等。文章建议富裕国家为上述国家提供后勤和设备支持，确保疫苗能

够得到有效的配送和管理。同时，文章建议美国为正在自主研发疫苗

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技术诀窍和科技支持，放松对关键疫苗成分的出口

限制，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在增加疫苗供应的基础上缓和疫情造

成的地缘政治矛盾。 

参考资料： 

兰德公司， 

https://www.rand.org/blog/2021/12/america-can-still-deliver-on-global-vaccine-

diplomacy.html，王林越整理。 

 

https://www.rand.org/blog/2021/12/america-can-still-deliver-on-global-vaccine-diplomacy.html
https://www.rand.org/blog/2021/12/america-can-still-deliver-on-global-vaccine-diplom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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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建议欧盟战略性发挥其贸易力量 

1 月 4 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政策评论文章，建议欧盟

充分发挥其广泛的贸易协定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领导全球贸

易规则的重塑。 

文章称，近年来欧盟不断寻求增强战略自主性和地缘政治性的路

径，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应充分利用其贸易杠杆。欧盟拥有全球数

量较多的贸易协定，也是唯一一个拥有内部市场贸易的超级经济体，

与欧洲签署贸易协定能够进入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市场，从而促进双边

贸易和投资，并带来就业和增长，这无疑成为欧盟发挥贸易力量的巨

大筹码。文章认为，当前欧盟并未充分发挥其庞大贸易协定网络的作

用，建议欧盟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推动 WTO 改革，重塑全球

贸易规则；同时建议欧盟尽快推进正在进程中的贸易协定，并寻求加

入 CPTPP，进一步重塑全球贸易规则。 

文章称，为充分发挥欧盟贸易力量，需要首先克服现存的贸易壁

垒，例如正在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墨西哥和智利的贸易协定

受到部分成员反对、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协定有待修改等。文章称贸易

保护主义只会增加欧盟的贫困和封闭程度，欧盟应适当采用贸易防御

工具，但仍需要促进开放贸易，加快经济复苏，推动实现欧洲共同繁

荣的目标。同时，文章认为当前欧盟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是不现

实的，需要在标准制定、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领域推进渐进式成果。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eu-should-use-its-trade-

power-strategically，王林越整理。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eu-should-use-its-trade-power-strategically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eu-should-use-its-trade-power-strateg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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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研究动态 

经合组织呼吁通过发展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近日，经合组织发表研究报告称，为实现建设可持续、公平和有

韧性的社会的发展目标，国际社会需要制定一个共同而普遍的框架，

并在框架内开展密切的合作，报告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行动战略和政策

建议。 

报告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可持续和有韧性的社会是对人类的集

体考验，当前全球发展挑战变得更加复杂、交错和不可预测，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为未来发展规划了共同的蓝图，为实现这一目标，

各国需要将工作重点放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果上，增强目标的

集体影响力。但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技术、政治和组织方面面临诸

多挑战，阻碍了各国实现目标的共同努力。报告认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需要建立在三个广泛的基础上：一是自上而下推动目标实现，

积极投资于系统和管理实践，以支持可持续转型；二是给予伙伴国家

充分尊重，同步和调整与伙伴国的合作进程；三是加强与其他国家和

机构的合作，以共同推动目标实现。在这一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六项

战略行动，以协助各国领导人、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向可持续发展目

标过渡的行动政策：一是自上而下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是加

大对实现可持续目标所需的组织转型投资；三是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

调整可持续目标战略；四是支持各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政策

主流目标；五是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监测投资，共同监测可持续

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六是围绕具体的目标与他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报告总结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符合全球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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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国制定协调一致的发展政策措施，加强国

际合作与交流，以解决实现目标过程中的诸多挑战，早日建成可持续、

公平和有韧性的国际社会。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官网，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achieving-sdg-results-in-development-co-

operation_5b2b0ee8-en，王林越整理。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呼吁就非洲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

动 

12 月 20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呼吁非洲

政府、国际机构和私营部门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应对非洲气候变化问

题。 

报告称，尽管在 COP26 上非洲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就非洲的关键

优先事项取得了部分进展，但与其实际需求存在着巨大的不匹配，当

前非洲的气候行动对解决方案的关注较低、减轻气候损害行为的行动

收效甚微、非洲最关切的问题进展缓慢，体现了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集

团内部存在分歧，也凸显了有必要针对非洲气候变化问题开展紧急行

动。 

针对这一问题，报告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调动绿色公共资金和私

人资金。据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气候融资的巨大缺口是非洲气候

问题的重中之重，迄今为止，非洲从未获得其应有份额的绿色资金，

COP26 也仍未实质性解决这一问题。报告建议在继续确保绿色资金

的基础上，拓宽气候融资来源，调动私营部门的投资，非洲开发银行、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achieving-sdg-results-in-development-co-operation_5b2b0ee8-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achieving-sdg-results-in-development-co-operation_5b2b0ee8-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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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应继续开发吸引私人融资的金融工具，

降低项目风险和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大规模私人资本进入市场。同时

非洲国家应推动非洲绿色债券的发行，联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为

非洲债券创造安全、符合国际标准的回购市场，实现非洲绿色投资多

样化。二是推动全球气候行动向公正化过渡。报告称，建立气候韧性

不能脱离发展框架，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是气候战略的核心，报告鼓励各国制定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和气

候过渡战略，平衡国内减排战略和解除外部投资制约政策间的关系。 

报告总结称，非洲的气候问题需要政府、国际机构和个人采取行

动，需要为跨政府气候行动注入紧迫感和系统性，相关机构需要提供

战略方案和技术专长，多边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需要通过促进私人

资本来发挥作用，未来几年内所有参与主体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

和项目，进一步强化非洲的气候变化雄心和领导力。 

参考资料：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2/africa-and-climate-change-time-urgent-action，

王林越整理。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测 2022 年全球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放

缓 

12 月，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对 2022 年全球经济

复苏情况进行了预测，认为受到供应链中断和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影

响，全球经济复苏将进一步趋缓。 

报告称，在经历了上半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后，全球经济复苏已经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2/africa-and-climate-change-time-urgent-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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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动力，供应链中断阻碍了全球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同时，

受到新冠病毒新变体的影响，经济复苏和生产恢复情况仍不确定。报

告预计 2022 年经济增长将逐渐趋于缓慢，全球产出在 2021 和 2022

年将分别增长 4.5%和 5.7%，低于先前的预测值，2023 年的产出预测

值为 4%。报告认为全球通货膨胀已经达到峰值，能源对整体通胀的

影响将大幅下降，总体而言，受到持续的供应限制，价格上涨压力将

持续存在，预计通胀率可能仍高于疫情前水平。 

报告同时预测称，虽然新冠疫情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将持续影响经

济增长，但该影响将逐渐减弱，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如旅游业和娱乐

业将在 2022 年内逐渐复苏。伴随制造能力的恢复和供应链的调整，

预计供应链瓶颈将逐渐消失。具体经济体方面，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将

继续维持强劲的扩张，通胀率将继续超出央行目标；欧洲经济预计将

在 2022 年春季复苏，受到疫情和供应链中断影响，预计经济产出将

可能有所下降，但未来供应链问题将得到逐步解决，制造业将在 2022

年大幅扩张。报告同时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

要风险，新一轮的经济活动限制将可能使得部分行业受到持续损害。

同时，报告警示发达经济体的货币紧缩可能会破坏新兴经济体的复苏，

货币紧缩政策将引发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带来汇率下行压力，但总

体上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复苏将会持续。 

参考资料：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kiel-institute-economic-outlook/2021/world-

economy-winter-2021-transitory-slowdown-16843/，王林越整理。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kiel-institute-economic-outlook/2021/world-economy-winter-2021-transitory-slowdown-16843/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kiel-institute-economic-outlook/2021/world-economy-winter-2021-transitory-slowdown-16843/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16 

经合组织建议通过数字化刺激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 

12 月，经合组织发布研究报告，建议各国通过增加数字化投资和

政策支持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生产率增长水平、弥合收入差距鸿沟。 

报告称，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合组织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生

产率增长放缓和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双重挑战，而数字技术的出现将为

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研究表明，生产率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

大和数字化发展水平间存在关联性，具体表现在，在后疫情时代，数

字技术和无形资产的成本高昂且融资困难，特别是对生产率较低的企

业和中小企业而言，获得数字技术和无形资产的差异将进一步转化为

企业间生产率和收入的差距，影响企业总生产率的增长，加剧工资收

入的不平等问题。 

报告表示，广泛而公平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跨越多个政策领域的行

动，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将能够带来提升落后企业生产率和缩小

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双重红利。新冠疫情为提升生产数字化水平提供

了新的机遇，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解决方案，远程办公的灵活性

也将增强生产活动的可持续性和活力。 

在此基础上，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以加速数字技

术在社会各阶层的推广和传播，推动全球共享数字化的成果：一是制

定终身学习的目标，将在职培训计划和成人培训计划融入到学校课程

中，建立有效和包容性的终身学习计划，确保民众能够获取发展所需

的数字技能和其他技能；二是提高无形资产融资，制定具体政策，发

展、提升和管理工人的技能；三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发展框架，通过

适当激励和市场准入措施，将竞争和监管政策更新至数字时代水准，

推进电子政务和数字化公共服务；四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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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高质量 ICT 基础设施，为有效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条件和基础。 

报告总结称，只有在国家层面采取全面、协调和可监测的政策方

面，辅以国际层面的举措，分享最佳实践和强化机构间有力合作，才

能确保经合组织经济体在后疫情时代推进数字化，促进经济增长并缩

小收入差距。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官网， 

https://oecdecoscope.blog/2021/12/14/spurring-growth-and-closing-gaps-through-

digitalisation-in-a-post-covid-world-policies-to-lift-all-boats/，王林越整理。 

https://oecdecoscope.blog/2021/12/14/spurring-growth-and-closing-gaps-through-digitalisation-in-a-post-covid-world-policies-to-lift-all-boats/
https://oecdecoscope.blog/2021/12/14/spurring-growth-and-closing-gaps-through-digitalisation-in-a-post-covid-world-policies-to-lift-all-boa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