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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
记者 许缘 高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2
日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认
为，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前景不确定
性增加，疫苗生产和分配以及各经
济体应对政策出现巨大分化，预计
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势头放
缓。IMF 呼吁全球各经济体加强多
边 合 作 、 共 克 疫 情 难 关 。 其 中 ，

“中国贡献”对全球弥合增长分化
至关重要。

全球增长进入“危险分化”

IMF 认 为 ， 全 球 经 济 持 续 复
苏，但疫情造成的经济断层更加持
久。未来，因疫苗获取能力和应对
政策空间不同，全球各经济体增长
进入“危险分化”。

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面临
供应链中断和疫情不确定性增大等
风险。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关键环
节出现中断的时间较预期更长，增
加全球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变异
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球快速蔓
延，加剧了疫情消退时间的不确定
性。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
长 5.9%，较 7 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
分点，主要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在供
应链中断影响下增长放缓，以及低
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疫情形势恶化导

致经济增幅收窄。2022 年全球经
济有望增长 4.9%，与 7 月预测值持
平。

中期来看，全球各经济体增长
分化将日益显著。IMF 预计，发达
经济体中期经济增长有望超过疫情
前的中期预测水平。但相较之下，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头
明显慢于发达经济体。

造成增长分化的主要原因是疫
苗获取能力和政策支持力度存在巨
大差异。截至目前，发达经济体中
已有近 60%的人口完全接种疫苗，
低收入经济体中仍有约 96%的人口
未接种疫苗。同时，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面临融资条件趋紧等增
长隐患，导致政策支持空间收窄，
不得不加快退出政策支持，从而减
缓经济增长势头，为经济增长前景
增添不确定性。

多边合作共克疫情难关

报告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前景
面临多重风险，究其根源在于全球
将长期且持续“受制于”疫情。各
经济体有必要加强合作，在多边框
架下加快疫苗生产和分配，并通过
多边努力确保受限制经济体获得充
足流动性，保证全球经济渡过疫情
难关并实现可持续增长。

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
纳特预计，如果全球经济持续受到
疫情影响，未来 5 年全球国内生产

总值累计将较当前预测值减少 5.3
万亿美元。各经济体在加速推广疫
苗分配方面加强多边合作是当务之
急。

IMF 呼吁有条件的经济体优先
向疫苗短缺地区提供疫苗，并支持
发展中经济体扩大疫苗生产。同
时，国际社会需迅速取消对医疗设
备、原材料和成品疫苗出口限制，
促进疫苗分享。

另外，多边合作解决全球公共
债务高企问题是全球经济能否在后
疫情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
前，全球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之比已接近 100%。很多财力薄弱
的经济体预算空间缩小，处境艰
难。IMF 呼吁国际社会在债务问题
上加强多边合作，继续用好二十国
集团等多边机制，帮助相关经济体
缓解困境，解决债务脆弱性。

国际社会肯定“中国贡献”

自新冠疫情重击全球经济以
来，中国一直为全球经济从谷底反
弹直至复苏贡献力量。中国不仅成
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
而且在全球抗疫合作、帮助低收入
经济体减免债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等方面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肯
定。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
2021 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 8%，并
在 2022 年继续增长 5.6%。与此同

时，IMF 发布的最新一期 《全球金
融稳定报告》 也显示，由于中国经
济恢复快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
主权信用评级明显高于其他新兴经
济体且在疫情期间保持稳定，中国
股票和债券被纳入更多全球金融市
场基准指数，2020 年以来中国已
吸引约 1800 亿美元国际资本流入。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托
比亚斯·阿德里安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中国经济早已从新冠疫情中恢
复，回到疫情暴发前的增长水平，
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还要多年时
间才能实现完全复苏。同时，国际
投资者大举投资中国发行的人民币
计价的股票和债券，推动大量国际
资本流入中国，这对中国经济发展
来说非常有利。

同时，中国作为全球多边机制
的支持者和倡导者，为全球经济走
出疫情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
重要力量。

8 月，中国宣布今年将努力实
现向全球提供 20 亿剂新冠疫苗，
并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
赠 1 亿美元，用于为发展中国家分
配疫苗。IMF 在报告中特别赞赏了
中国的疫苗分享承诺，敦促国际社
会加快疫苗分享进程。

IMF 第一副总裁杰弗里·冈本
也在日前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中国
是多边贸易的主要支持者，在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领导作
用，促进了全球的绿色复苏。

全球增长进入“危险分化”
多边合作期待“中国贡献”

新华社太原10月13日电
记者 王学涛 解园 高剑飞

山西有 2.8 万余处古建。近期，
持续多日的强降雨波及山西中南
部，令当地众多古建不同程度受损。

据山西省文物部门统计，截至
10 日中午 12 时，各地共上报 1763
处不可移动文物不同程度地出现险
情。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7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37 处，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660 处，尚未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
动文物 789 处。

平遥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外墙包砖，内墙为裸露的夯
土。10 月 5 日，84 号内墙在风雨中局
部坍塌，长度约 25 米。

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武
祠 位 于 汾 西 县 姑 射 山 山 顶 ，海 拔
1891 米 ，在 这 次 降 雨 中 受 损 较 严
重，建筑普遍漏雨，钟楼出现裂缝，
部分院墙倒塌或裂缝，院内 20 多平
方米地面下沉，最严重的是 4 处房
屋坍塌，造成 3 尊清代泥塑被毁。

据了解，山西古建绝大多数是
市、县级文保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

为文保单位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大多年久失修。山西省长子县法兴
寺文管所所长张宇飞等基层文物工
作者表示，“这次连续降雨对这些

‘低级别’文物来说，影响很大。”
目前，山西省文物局积极开展

抢险修缮工作，要求各地采用遮盖、
临时支护等措施对文物进行抢救性
保护，并加强监测，及时发现险情进
行处置，确保周边群众和文物的安
全。此外，组织全省有资质的施工单
位进入现场排险。各地正在抓紧编
制抢险方案。

在运城市新绛县龙兴寺、福胜
寺、阳王稷益庙 3 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部分古建房顶渗水，为保
护文物，当地文物部门为彩塑、悬
塑、壁画、古建披上了“雨披”。文保
员李天保发现福胜寺大殿渗水，担
心得睡不着觉，晚上要到大殿巡护
几次，检查彩塑是否淋雨。

“这些彩塑、悬塑、壁画的艺术
价值极高，不敢有半点疏忽。虽然用
的都是派人盯守、用防雨布遮挡等
土办法，但目前看情况还好。”新绛
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杨英杰说。

虽然遮盖了防雨布、每 2 个小

时巡查一次，但平遥城墙 84 号内墙
还是在持续降雨中局部坍塌。“我们
正在编制修缮方案，将尽全力尽快
修缮，但冬季不宜施工，具体修缮时
间还得看天气变化。”平遥县文物所
所长雷雅仙说。

张宇飞和妻子住在国保单位法
兴寺内，24 小时守护着文物。正因
如此，他能第一时间将文物险情上
报。国庆节前夕，当地就已经开始下
雨，张宇飞发现关公殿渗水，滴到了
关公塑像上。长子县文物部门接到
报告后，很快派工程队对关公殿屋
顶等进行维修，排除了险情。

山西古建险情引发社会强烈关
注。截至 13 日 16 时，山西省青少年
发 展 基 金 会 文 明 守 望 基 金 收 到
5068 笔共 644 万元捐款。该基金成
立于 2020 年 11 月，由山西省文物局
联合山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
设立。

在文物抢险中，一些基层文物
工作者表示，一方面文物抢险紧迫，
另一方面文物保护涉及工程手续问
题，花费时间较长。山西省文物局文
物保护利用处处长白雪冰建议，在文
物抢险修缮中，应简化应急管理处

置程序，确保文物和周边群众安全。
张宇飞说，应对山西所有市县

文保单位进行大排查，对短时间内
无法维修的古建，搭建彩钢棚保护，
待资金到位后，再实施抢修。“山西
古建保留的历史信息丰富，若不修，
历史信息丢失严重，将是传统文化
的巨大损失。”

记者在此次降雨中走访发现，
有彩钢棚保护的古建多数没有遭受
风雨摧残，没有彩钢棚保护的古建
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长子县
青仁村二仙庙，一座耳房房顶在这
次降雨中局部坍塌，而紧挨着它的
正殿，因为有彩钢棚保护没有被雨
淋。

近三四年来，山西省长治市文
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中心发
动社会力量捐款，已为 30 余座古建
搭建起彩钢棚。“这是最有效的急救
措施，能为修缮争取更多时间。”中
心负责人何艳军说。

一些文物专家表示，除了发生
灾害之后紧急抢救、修复，文物保护
要有前瞻性，要把保护做在日常，提
前做好应急预案，确保文物得到有
效保护。

1700余处出现险情

山西如何抢救暴雨中受损的文物？

这是10月11日拍摄的额济纳旗胡杨林 （无人机照片）。
金秋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披上金装，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金 秋 胡 杨 美

新华社广州 10 月 13 日电
（记者丁乐）13 日在广州举办的
第 130 届广交会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介
绍，第 130 届广交会已经基本筹
备就绪，线下着力打造品牌精品
展，吸引了一大批境内外个人及
组团采购商；线上企业上传展品
数量创历史新高。

本届广交会线下展览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按 16 大类商品设置
51 个展区，展位总数约 2 万个，参

展企业 7795 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
超过八成；品牌展位占比近六成，较
历届广交会大幅提升；境外参展企
业近百家。

在线上，本届广交会约有 6 万
个展位，约 2.6 万家中外企业参展。
目前企业上传展品约 282 万件，创
历史新高，其中新产品约 88 万件。

本届广交会将于 15 日至 19 日
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其间还将
举行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等活
动。

第130届广交会基本筹备就绪
近8000家企业线下参展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3日电
（记者强勇）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13 日发布
通告，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规定，经专家咨询组综合评
估 研 判 ， 市 指 挥 部 决 定 ， 自

2021 年 10 月 13 日 24 时起，将哈尔
滨市香坊区文政街道和兴路 65 号
院、阿城区金都街道金源世家小
区、巴彦县巴彦镇水韵新城小区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
级不变。

哈尔滨市3地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10月 13日，上海市静安区行
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帮助老
年人申领“随申码·离线码”卡片。

近日，作为上海市首家试点
单位，静安区行政服务中心完成
了“随申码·离线码”卡片版落
地应用。

“随申码·离线码”卡片的

卡面包含姓名、照片、有效期、二
维码、核验使用说明等信息。在需
要核验信息的场所，持卡的老年人
出示卡片上的离线码，工作人员通
过“随申办”APP、小程序等的

“扫一扫”功能扫码识别，获取健
康状态 （绿码、黄码等）。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老年人“亮码”不用手机

上海推出“随申码”卡片版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
（记者高攀 许缘）美国国会众议
院 12 日通过一项短期调高联邦
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暂时避免
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由于参议院
上周已通过这项法案，该法案随
后将递交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众议院当晚以 219 票赞成、206
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一项有关法案
辩论的程序性规则，这意味着,短期
调高债务上限的法案自动获得众议
院批准。该法案将暂时调高债务上
限约 4800 亿美元，确保美国财政部
可履行支付义务至 12 月 3 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短期调高债务上限法案

河北省海兴县人民公园所在地原是一个废弃坑塘。2016 年以来，
海兴县依托原有地形地势，通过综合整治将这里打造成为占地近 33公
顷的综合性公园。 （新华社发）

废弃坑塘变身“城市绿肺”

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政府为争夺和维
护霸权，收买媒体人操
纵舆论、捏造事实抹黑
对手、编造借口发动战
争⋯⋯可谓各种“阴
招”“损招”用尽。新华
社昨天播发了《煽动、
栽赃、抹黑——起底美
国捏造事实打击对手
十大案例》。

煽动、栽赃、抹黑
——起底美国捏造事实打击对手十大案例

全文请扫二维码

11、、““知更鸟计划知更鸟计划””：：收买媒体操纵舆论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2、“北方森林”行动：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33、、““北部湾事件北部湾事件””：：编造谎言升级战争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4、“育婴箱事件”：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55、、““银河号银河号””事件事件：：““海盗行径海盗行径””蛮横霸道蛮横霸道

6、“战略影响办公室”：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77、、““唐宁街备忘录唐宁街备忘录””：：歪曲事实制造借口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8、一管“洗衣粉”：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99、、““白头盔白头盔””组织组织：：造假摆拍为虎作伥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10、“清洁网络”计划：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十大案例分别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