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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
电（记者江宇娟 高攀）全球经济
在经历了2016年3.2%的低速增
长之后，今明两年有望提速。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日将今
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较 7
月份预期值均上调0.1个百分点，
分别至3.6%和3.7%，同时也上调
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
增长预期。

IMF当天发布《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说，预计今年全球75%的经
济体增速都将加快，这是全球经济
近十年来最大范围的增长提速。

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IMF 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

增速预期较7月份预测值均上
调0.1个百分点，分别至6.8%和
6.5%，这也是IMF今年第四次上
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IMF说，在宽松政策和供给
侧改革的推动下，上半年中国经
济增长好于预期。同时，中国政

府有望维持较为宽松的政策，因
此 IMF上调今明两年中国经济
增长预期。

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也为新
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提供了动
力源泉。IMF预计，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增速为4.6%，
与7月份的预测一致；明年增速
将加快至4.9%，较7月份上调0.1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今明两年
中国经济预计将好于预期。

IMF还指出，中国和印度是
新兴市场国家中经济体量和人
口数量最大的两大国家，两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有望推动新兴经
济体在中期内达到5%的增速。

中国金融风险可控
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

奥布斯特费尔德在当天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近期中国经济稳健
增长部分得益于信贷支持。他
说，中国官方已经认识到信贷增
长过快可能带来的风险，预计中

国会继续采取措施控制信贷快
速增长。

对于中国金融风险，美国智
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近日表
示，中国并不存在信贷快速扩张
造成的金融风险。他说，中国决
策层已经将控制金融风险视为
优先事项，监管部门也在着力打
击高风险行为。

拉迪还指出，中国的新增贷
款更多流向家庭部门，其杠杆率
更低。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风
险可能在降低而非升高。

拉迪预测，即便信贷增速放
缓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也不
会重新鼓励通过信贷来刺激经
济，因为未来3年经济年均增速
只需达到6.2%，中国就能实现从
2010年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
翻一番的目标。

全球经济迎来春天
除中国经济提速外，全球经

济也迎来春天。IMF报告说，全
球经济短期风险大致平衡。消
费者和企业信心仍保持高位，
金融条件仍比较宽松，这些因
素有望继续支持全球经济复
苏。

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今明
两年增速将分别达到 2.2%和
2%，较今年7月份预测值分别上
调0.2和0.1个百分点。其中，在
出口恢复以及国内需求回暖的
带动下，欧元区今明两年增速预
计分别为2.1%和 1.9%，较7月份
均上调了0.2个百分点。

IMF 预计美国经济今明两
年增速分别为2.2%和2.3%，较7
月份分别上调 0.1 和 0.2 个百分
点。IMF说，作出这一调整主要
是因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强劲，同时相对宽松的金融条
件仍有望继续支持经济增长。
IMF同时指出，最新预测没有考
虑美国政府可能推出的减税等
财政刺激。

中国经济提速，全球经济也迎来春天
IMF上调全球及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综合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
电 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
钢所日前曝出造假丑闻，汽车、飞
机、军工、高速列车等多个领域的
制造商遭到波及。

这家“超级钢企”出事前，日
本制造业代表企业近年来已是频
现违规、造假、瞒报、谎报等丑
闻。“日本制造”光环褪色的背后，
暴露出日本企业文化乃至社会风
气的负面变化。

神户制钢所 8 日称，今年 8
月底公司内部调查发现，旗下3
家工厂和1家子公司长期篡改部
分铝、铜制品出厂数据，冒充达
标产品出售。在截至今年 8 月
底的一年里，有约2.15万吨铝和
铜制品流入大批企业。这些问
题产品约占该公司年产量的
4%。

该公司坦承，大约10年前就
开始捏造数据，丰田汽车、三菱
重工等 200 多家日本企业受影
响，波及日本首款国产喷气式支
线客机 MRJ，新干线列车，斯巴
鲁、马自达等汽车品牌，甚至美国
波音客机……

共同社11日报道称，神户制钢
所内部调查发现，其铁粉制品也存
在数据造假。

受影响企业正在调查是否存
在安全问题。日立公司发言人表
示，神户制钢所交货的铝不符合双
方合约要求的规格，但仍在安全标
准内。本田公司则称，本田对安全
有一定要求，目前暂未发现迫切问
题，“公司仍在调查安全是否受到影
响”。

日本防卫省10日说，问题制
品也可能被用于生产自卫队的飞
机和制导武器。日本经济产业省
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使用神
户制钢所公司材料制作的产品已
经用于防卫省下单的军事武器装
备的制造上，包括飞机发动机的
制造。

神户制钢所股价 10 月 10
日 暴 跌 22% ，创 单 日 最 高 跌
幅，市值蒸发 10 亿美元，11 日
再 次 暴 跌 17.79% 。有报道指
出，由于后续处理所需费用不
可计量，神户制钢所准备出售
旗 下 不 动 产 公 司 的 股 票 变
现。

日本“超级钢企”大造假
连自卫队武器也中招

据新华社日内瓦10月11日电（记
者刘曲）10月11日是世界肥胖联盟确定
的“世界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等机
构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报
告说，全球肥胖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在
过去40年中增加超10倍，这已成为全
球性的健康危机。

这一报告分析了近1.3亿5岁以上
人群的体重和身高数据，其中包括5岁
至19岁人口3150万，20岁及以上人口
9740万，揭示了从1975年到2016年全
球儿童和青少年身高体重指数和肥胖
情况的变化趋势，是迄今流行病学研
究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数据显示，1975年全球儿童和青
少年肥胖率不足 1%，肥胖人数约合
500万女孩和600万男孩；2016年，肥
胖率在女孩中接近 6%，人数达 5000
万，在男孩中接近 8%，人数约 7400
万。综合来看，5岁至19岁的肥胖人数
从 1975 年的 1100 万增加到 2016 年的
1.24亿，40年增加了10倍以上。

“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反映了全
球食品营销和政策的影响。”报告主要
作者、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的马吉德·伊扎蒂说。他表示，健
康、营养的食品对贫困家庭和社区来
说价格较高，社会应给予更多帮助，让
贫困家庭、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获得
更多健康食品。有关部门还应从法规
和税收上保护儿童免受不健康食品的
影响，否则这些肥胖儿童和青少年将
来面临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相当大。

世卫组织项目协调员菲奥纳·布
尔建议，儿童应少吃便宜的、过度加工
的、高热量低营养的食品，同时积极参
与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并减少使用
电子设备和久坐的时间。

世卫组织：

全球肥胖青少年
40年增加超10倍

今年9月底，日本汽车业三
巨头之一日产汽车公司承认在
出厂检验环节中大量使用无资
质人员敷衍检验手续，本月6日
宣布召回已售38款车型约116
万辆汽车。

高田公司是日本最主要的
安全气囊生产商，过去近十年因

“夺命气囊”引发大规模召回，去
年7月质量问题牵连出造假丑
闻：其产品检测存在数据操控和

篡改，质量监测环节删除部分数
据以编造“理想”结果。今年 6
月，高田公司申请破产。

去年4月，三菱汽车公司承
认在四款轻型汽车的燃油效率
测试中存在违规操作，以美化
排放水平，涉及车辆超过60万
辆。5月，日本第二大轻型汽车
生产商铃木汽车也承认在本土
销售的16款车型存在燃效数据
造假，涉及超过210万辆车。

2015年7月，第三方调查证
实，家电巨头、有140 多年历史
的东芝集团在截至2014年3月
的 5 年间虚报利润 1518 亿日
元，三任社长涉嫌财务造假。

2011 年，医用设备和数码
相机制造商奥林巴斯曝出财务
造假丑闻，承认此前20年都在
以做假账方式掩盖总额上千亿
日元的投资亏损。

（据新华社电）

日本制造业频现重大丑闻

据新华社电 英国最大军火商、世
界第三大国防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
系统公司10月 10日宣布，由于其拳头
产品“台风”战斗机订单减少，公司决定
裁员以缩减成本，维持竞争力。

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在当天发
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裁员涉及近
2000人，其中有1400个岗位分布在军
事、航空和情报业务部门，另外375个
岗位来自海事部门，还有150个岗位是
应用情报业务部门。

受到这波失业潮影响最大的当
属兰开夏地区的沃顿和萨默斯伯里
航空基地。总部伦敦受波及程度最
小。

公司首席执行官查尔斯·伍德伯恩
在声明中透露，公司正与卡塔尔政府就
一份“台风”战斗机的订单进行磋商，如
果这笔生意谈成，“台风”战斗机流水线
上的员工10年内保住饭碗无忧。伍德
伯恩说：“不过，什么时候能签成订单总
是不确定的。为保证现有订单和新订
单这段断档期间的生产持续性和成本
竞争力，我们现在计划减少‘台风’和

‘鹰’式战斗机的最后组装以及生产
率。”

卡塔尔上个月与英国航空航天系
统公司就采购24架“台风”和6架“鹰”
式战斗机签署意向书。这一军火巨头
还在与沙特阿拉伯谈另一个大单。

英国《卫报》报道，今年“台风”
战斗机的行情不好，订单数量不敌
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达索飞机制造
公司生产的“阵风”战斗机。达索今
年已经与埃及和卡塔尔等国签订多
笔大单。

拳头产品订单减少

英最大军火商要裁员

10月8日，神户制钢所副社长梅原尚人（中）等在记者会上道歉。（图片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