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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1

全球经济前景的广泛恶化可能会阻碍追求发展目标
充满活力和包容的全球经济对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在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和内容广泛

的政策不确定性中，过去一年，世界经济出现了显著和广泛的

恶化。这可能会对减少贫困、创造体面工作、扩大获取可负担清

洁能源和实现许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造成阻碍。2019

年，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率下滑至2.3%，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

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在不平等无处不在和气候危机

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质量也越来越令人

不满。尽管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在某些方面有所缓解，再度出现

的可能性却仍然很高，因为这些争端背后的重要问题尚未得到

深入解决。基于潜在阻碍不会出现的假设，预计2020年全球经

济增长率将小幅上升至2.5%，但政策不确定性将继续拖累投资 

计划。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投资和出口造成了负面
影响

2019年，关税上升和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在数月时间里忽急忽缓加剧

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大幅削减，全球贸易增长率降至十年

来最低的0.3%。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直线下降，国际供

应链严重中断。拥有广泛跨国生产网络的全球电子和汽车行业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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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和内容广泛的政策不确定
性中，世界经济出现了显著和广泛的恶化 

2019年，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率下滑至2.3%。如果风险得
到控制，预计2020年将小幅上升至2.5%。

UN Photo/Shareef Sar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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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到重大冲击。不过，由于企业寻求从不受关税上升直接影响的

国家获得货源，一些国家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有所提高。与此

同时，许多最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很好地融入全球贸易网络，相对

而言并未受到贸易争端的影响。

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大

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

值在2019年加速增长。

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与金融脆弱性相互交织
世界经济因为金融稳定性受到风险威胁而陷入困扰。在发达经济

体货币环境长期宽松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信贷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高债务水平随处可见。债务水平上升不仅本身会带来金融风险，还

会降低经济对冲击的抵御能力，从而在经济活动进一步恶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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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世界贸易增长率都降至十年来最低

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了不确定 
性，导致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率 
降至0.3%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包括对2019-2021年的估计和预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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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造成脆弱性。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如果引发投资者“逃往安全

地带”，推动美元升值，并隐含收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条件，就可

能会与这些脆弱性相互交织。随着家庭和企业艰难地延展债务，

日益增加的破产和更加趋紧的信贷条件就会引发无序的去杠杆化

进程和大规模资产价格调整。

人们越来越担心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负担过重的货币政策已被证明不足以刺激投资，在许多国家，投资

受到的阻碍与其说是融资成本，不如说是不确定性和缺乏商业信

心。近期积累的大量全球债务被转移到金融资产中，而不是用于提

高生产能力，说明在金融部门

和实际经济活动之间出现了令

人担忧的脱节。对负收益率主

权债券的强劲需求意味着许

多投资者更愿意承受小损失，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资，表明他们对

未来的经济增长非常悲观。由于近期没有明显的投资复苏迹象，生

产率增长在中期仍将疲弱。

……进一步宽松可能会加剧风险 
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不仅不足以重振增长，而且也带来了巨大的

成本，包括金融稳定性风险的加剧。全球低利率和充足的流动

性条件导致风险定价过低，推高了资产价格，并促使全球债务

上升。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金 

融失衡。

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直线下 
降，国际供应链严重中断 



执行摘要 5

Photo: UN D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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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仍因2014-2016年价格下跌而陷于困境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

注：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表示的比额表。2018-2020年数字包括联合国经社部的估计和预测数。

UN Photo/Martine Per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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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UN DESA. 

世界经济因为金融稳定性受到风险威胁
而陷入困扰 

在货币环境长期宽松、一些新兴经济体信贷快
速增长和债务水平高企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可
能会与贸易紧张局势相互交织。

UN Photo/Kiba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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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仍然强烈倾向于下行
预计2020年全球增长适度反弹，但取决于以下假设：潜伏在地平线

上的众多风险不会成为现实；贸易紧张局势和关税不会进一步加

剧；英国完成脱欧，未来联合王国与欧洲联盟的关系有一个透明的

框架；地缘政治摩擦不会升级；金融稳定性风险仍受掌控；灾难性

气候的冲击依然遥远。这些要求即使稍有偏离，也会导致2020年全

球增长进一步放缓。例如，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促使发达经济

体和东亚的企业推迟了哪怕只有1%的投资，也可能导致2020年世界

贸易增长放缓至0.6%，世界生产总值增长仅为1.8%。相比之下，基线

预测分别为2.3%和2.5%。

 任何一种下行风险都可能会加剧其他风险，并可能导致全

球经济脱轨。近期这些艰难的不利因素加上政治两极化加深、对

多边主义好处的怀疑加剧以及全球政策空间有限，有可能会对社

会造成严重和长期的损害，并对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前景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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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两极化加深、对多边主义好处的怀疑加剧以及全球政策 
空间有限的背景下，风险强烈倾向于下行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 基于世界经济预测模型所产生的预测和情景。请参阅完整报告，了解支持这些情景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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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an -0.5% -0.5% to +0.5% +0.5% to +2.0% +2.0% to +4.0% greater than +4.0%no data

小于 -0.5% -0.5% 至 +0.5% +0.5% 至 +2.0% +2.0% 至 +4.0% 大于 +4.0%无数据

东亚继续呈现快速 
收入增长

非洲经历了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近乎停滞的十年

今年有五分之一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停滞或下降 

a 本地图采用的说明性注记和所列资料并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
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疆或边界划分管辖权的任何意见。虚线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商定的查谟和
克什米尔的大致控制线。双方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
和国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确定。阿根廷政府和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政府之间就福克
兰 马尔维纳斯 群岛的主权问题存在着 争议。

b 该地图显示在《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提供了数据和/或进行过数据分析的国家和/
或领土或其组成部分。因此，阴影区域不一定与其边界或界线完全重叠。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广泛的
经济放缓引发了人们对又

一个失落十年的担忧

2020年预测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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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加平衡的政策组合
在担忧货币政策过度扩张的背景下，需要有一个更加平衡的政策

组合。虽然各国央行对不断恶化的全球前景做出了迅速反应，但

财政政策作为反周期工具的利用普遍不足。鉴于利率处于历史低

位，拥有充足财政空间和紧迫公共投资需求的国家政府应利用当

前有利的融资条件。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高债务水平和庞大财政

赤字限制了财政刺激的空间。

 由于许多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宽松抵消全球经济放缓的

范围有限，重视政策制定的效率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

需要从注重短期目标转向针对包容性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财政

政策设计中的结构性转变应与劳动力市场举措、有利的商业和金

融监管、有效的社会保护制度和审慎定向的投资激励措施密切结

合。为此必须采取平衡的政策方针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逐步实

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包容、性别平等以及环境可持续的生产和消

费。虽然各国优先事项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的总体化全球优先事

项，包括扩大投资和调整政策，以实现能源、农业和运输的脱碳；

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获得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洁净水和运输连接的渠道；以及支持获得高质量教育、保健和正

规就业的平等机会。

国家政策必须辅之以更加有效的全球合作
各国面临的一些发展挑战具有全球性质，仅靠国内结构性政策

无法充分应对。国家政策需要辅之以更加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实

现共同目标，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随着全

球经济平衡从欧洲联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经济决策权也在转移。全球合作机制需

要认识到这种不断变化的平衡，同时继续让未被充分代表者发出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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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利率不足以刺激投资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大规模基础设施投
资、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创新能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就将持续疲软。

UN Photo/Kiba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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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加平衡的政策组合

政策优先事项包括经济活动脱碳，扩大获得电
力、清洁水和运输的机会，并支持教育、保健和
正规就业领域的平等机会。

UN Photo/Ky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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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标题里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忽略了经济增长质
量的关键方面

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是最广泛用于评估经济繁荣和表现的尺度

标准，但却没有揭示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经济活动对自

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以及居民在教育、健康或人身安全领域

享有的生活质量。在许多方面，

全球福祉仍然远远低于目标水

平。致命冲突仍在继续，气候

危机正在加深，粮食无保障和

营养不良人数不断增加，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收入、教育、健康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是深

刻社会歧视的基础。变革的呼声遍及全球，反映出人们

对当前经济、社会和环境现状背后的增长质量越来越不 

满意。

对许多人而言，提高生活标准的进展停滞不前
按人均计算，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1.5%。基线情景预测，许

多发展中区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略有加快，东非和东亚预计将

继续呈现快速收入增长。然而，今年有五分之一国家的人均收入将

停滞或下降。对许多人而言，提高生活水平的进展已经停滞不前。

在三分之一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8.7亿人的家园)，今天的平

均实际收入低于2014年。

变革的呼声遍及全球，反映出 
人们对当前经济、社会和环境 
现状越来越不满意

Photo: UN D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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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将越来越依赖于解决不平等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主要由于中国和印度的成功经验，极端贫困人口

比例稳步大幅下降。尽管就全球而言取得了进展，但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几个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西亚的部分地区，生活在

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却有所增加。要在减贫方面取得持续进展，既

需要大幅推动生产率增长，也需要坚定承诺解决严重不平等问题。

在不能大幅减少不平等的情况下，消除非洲非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

需要有8.7%的年人均收入增长率，而相比之下，过去十年记录到的

0.5%的增长率严重不足。

气候风险日益对人类构成威胁……
与气候危机相关的风险正成为许多国家越来越大的挑战，气候行

动必须成为一切政策组合的组成部分。打破温室气体排放和经济

活动之间的联系的唯一方法是改变能源结构。遏制全球变暖需要

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充分部署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

……而当前许多政策行动缺乏长远眼光， 
加剧了全球风险

气候风险继续被低估，助长了扩大碳密集型资产投资的短视决

策。过渡到一个给碳定价的世界，让污染者越来越多地承担与

其活动相关的环境成本，将暴露碳密集型资产持有者普遍存在

的脆弱性。这将使许多政府和投资者面临突然损失和资产搁浅

的风险。更广泛而言，目前缺乏长期愿景将导致环境目标极难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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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全球福祉仍然不足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个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西亚的部
分地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有所增加 。

UN Photo/Logan Ab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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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地打破温室气体排放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
系的唯一方法是改变能源结构

能源部门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三。日益增
长的能源需求加剧了与环境目标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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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将从能源转型中获益……
向更加清洁的能源组合过渡不仅有可能给许多国家带来环境效

益，还有可能带来经济效益。例如，大量进口化石燃料的国家将受

益于当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而改善能源供应安全和外部平衡。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将看到对低碳技术资源的需求增加，包括可再

生能源系统、高能效建筑和新型交通所需的金属和材料。最终，这

一过渡将促成对自然资源如太阳、风和水道的更大重视，并增加对

作为碳汇的森林保护和扩展的支持。

……但成本和收益将不会平均摊分
全球能源转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必然影响深远。成本和收益在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将非常不均衡；必须通过合作协议承认

和解决差异，以确保公平过渡。采取措施减轻将面临不成比例损失

者的负担至关重要，这既是为了保护弱势者，也是为了保障实施艰

难但又迫切需要的政策行动的政治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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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调整到《巴黎协定》的目标

国际能源署的既定政策情景

弥合能源差距，

保持当前全球能源结构 

2030年目标

51.8%
短缺

40.7%
短缺

气候危机安全区

当前能源组合与排放目标不兼容，已经宣布的政策仍然不充分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 预测数和国际能源署2019年既定政策情景。请参阅完整报告，了解支持这些情景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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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可以加快实现与全球能源有关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进展……

当今世界与能源系统兼容全球气候保护、普及能源和清洁空气目

标的世界仍然相距遥远。提供可获

得、可靠和脱碳能源的战略是可行

的，但需要政治优先和公众支持。为

了实现排放水平的必要下降，需要结

合技术变革来提高能源效率，通过行

为变化促进节能和碳汇扩展，投资于改变能源结构所需的基础设

施和技术，并开发和应用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

……而延迟采取决定性行动将大大增加最终成本
采取行动的机会之窗正在缩小。决定性行动出现任何延迟，都将大

大增加最终成本。联合国会员国已宣布这是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十年行动，而快速推动能源过渡必须成为这一议程的

重中之重。

实现能源过渡的决定性行 
动出现任何延迟，都可能 

使最终成本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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