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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杨斌 张发营

近来一些企业家、学者访问美国

归来谈观感，称美国经济状况并非像

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现在正在出现

一些明显的复苏迹象。

其实，人们感觉情况糟糕还是正

常是相对而言的，尤其短期访问者无

法对美国深入进行长期观察，然后对

美国经济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进行客

观的比较，而主要是依据各种信息来

对比、调整预期和感觉。

经济利好真假之辨

2012 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前
夕，美国不断传出一系列经济利好消

息，如就业人数出现大幅度增长，失业

率多年来首次下降到 8%以下，美国的
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回升，美国股市

受利好消息鼓舞出现反弹，等等。关于

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究竟如何？即使

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较多的争论。

根据 2012 年 10 月 5 日美国劳
工部发布的统计数据，9 月份美国的
就业人数增加了 11.4万人，失业率从
8.1%下降到 7.8%。实际上，就业人数
的增长甚至不足以跟上人口规模增长

的步伐，失业率的下降并非是由于就

业人数的增长，而是由于未统计大量

丧失寻找工作信心的失业者，他们被

劳工部的统计方法人为排除在劳动力

大军之外。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

告称，“9月份有 250万人被当做边缘
劳动力被排除在外”，“这些人属于需

要并愿意接受工作机会，但是，调查的

前一个月中未积极寻找工作，因而未

将他们统计为失业人口”。换言之，有

250万事实上正在失业的人口，被以
技术性理由排除在失业大军之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里格

博士，曾担任里根政府的助理财政部

长，他指出深入考察美国劳工部公布

统计数据，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破绽

和自相矛盾之处，如美国劳工部公布

的统计数据也承认，那种希望从事整

日工作而被迫做小时工的人口，由于

无法找到整日工作或工作时间被强

行缩减，2012年 9月份这类非自愿做
小时工的人数上升了 60万人，远远
超过了 11.4万的新增就业人数。

至于所谓新增加的 11.4 万工作
机会，同以往一样主要集中在低收入

的服务行业，收入较高的制造业工作

机会缩减了 1.6万。从美国官方公布
的统计数据还可发现更重要的破绽，

如美国官方统计数据表明高收入的

工作机会正不断减少，依赖着政府食

品券救济的贫困人口一直不断增长，

但不合情理的是似乎人们更愿意花

钱外出就餐享受，导致餐馆、酒吧的

服务员这类低收入的工作多年来不

断增加。

英国《观察家报》的保罗·哈里斯

曾撰文报道，越来越多美国人丧失信

心放弃找工作导致长期失业恶化，官

方统计将他们排除在外因而低估了

失业严重程度，这样的人有 590多万
而且不断扩大。近来美国大多数州政

府陷入了严重财政危机，学校、图书

馆、警察、公共交通等领域也纷纷裁

员。支撑美国社会构架的中产阶级变

得支离破碎，整个国家分裂成了富人

和穷人两个部分。

保罗·哈里斯还这样写道：外来

短期访问者虽然能亲身接触到美国

的普通民众，但难以发现问题因为人

们不愿对陌生人倾诉内心愁苦。短期

访问美国走马观花似乎一切照常，深

入接触社会各阶层才能体会危机冲

击巨大，特别是感受到中产阶级长期

失业后的深深愤怒，他们丧失了社会

归属感和原来的美国梦，仿佛面对着

债务不断堆积的无底深渊。美国共和

党人将长期失业的人视为逃避工作

的懒人，但许多长期失业的人却感到

这是诋毁人格的富人偏见，不少失业

中产阶级称甚至无法找到一份艰苦

体力工作。

当前美国通胀率 6%左右
美国政府低估失业率可获多方

面政治、经济好处，诸如有利于配合

奥巴马竞选总统的宣传，还有利于华

尔街炒作、推高股市泡沫获取投机暴

利等。2012 年 8 月以来美国经济显
露了诸多颓势，如耐用品订单出现了

大幅度下降，许多州的制造业指数下

降到了衰退水平，美联储公布家庭平

均拥有财富倒退了 20年等，但是，美
国官方出于种种目的还是大肆宣扬

少数利好消息，如失业率多年来首次

下降到 8%以下；在美联储出台第三
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

产价格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反弹；美国

股市和消费者信心也相继出现反弹

等。

美国官方和财团操控的主流媒

体宣扬的利好消息，虽然可能是人为

扭曲的统计数据或泡沫性复苏假象，

但却有利于华尔街垄断财团设置新的

资产泡沫陷阱，麻痹人们忽视当前的

经济风险隐患并参与金融投机，有利

于华尔街在经济动荡前夕设局做空市

场并牟取暴利，如媒体热炒失业率出

人预料的下降刺激了投资者信心，冲

淡了 4月份以来美国股市跌去年初上
涨的教训，以引诱投资者再次落入华

尔街炒作新一轮的股市泡沫陷阱。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

家斯蒂格利茨，2012 年 6 月在英国
《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今天美国

人的中位数收入低于 15 年前的水
平，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甚

至低于 40 年前的水平”。从 2009年

至 2012年的四年多来，美国官方和
主流媒体每年都曾宣扬经济强劲复

苏的舆论，倘若美国官方的经济增长

和就业数据是真实可靠的，美国民众

的收入和财产即使尚未充分恢复，也

不至于发生倒退到数十年前的灾难。

从 2009年 6月起，美国官方就
正式宣布进入了经济复苏阶段，此后

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不断增长而没有

再陷衰退，但是，现在人们谈论是否

存在明显的复苏迹象本身，就说明存

在着很大问题并让越来越多的人产

生了怀疑。倘若复苏是真实的为何未

从嫩芽长成参天大树？为何未能像二

战后的正常复苏一样消除失业现象？

为何因存在长期失业的顽疾而连续

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为何美国

经济持续增长而民众实际收入却倒

退了 15年？
美国著名的统计专家约翰·威廉

姆斯，长期跟踪研究美国官方统计数

据的问题，他指出近年来美国经济从

未进入复苏的阶段，美国官方高估经

济增长的办法是低估通货膨胀，这样

既掩盖了经济衰退又淡化了通货膨

胀问题，倘若沿用克林顿政府时期处

理通货膨胀的统计方法，经重新计算

就会发现近年来美国陷入了“停滞膨

胀”，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 6%左
右，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负 2%左
右。他指出除了美国官方公布的国内

生产总值指数，即使是在官方公布的

任何其它经济指标系列中，如制造业

指数、就业、房地产价格、能源消费等

等，都没有发现正常复苏中应有的持

续增长趋势，而是仅有断断续续的时

而衰落和时而反弹现象，一旦出现短

期反弹就会被官方和媒体大肆宣扬，

误导人们形成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

苏的错误印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华泰宝利格的两款主力车型———宝利格智汇版和宝利格

智尊版都有柴油车型。前者自 2012年 7月上市以来得到了市
场和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产品一度供不应求；后者作为华泰宝

利格车系的旗舰车型，与同级竞品相比，具有同级中“最安全、

最豪华、最考究、最强劲以及最长质保”等五大优势，号称史上

最强的自主 SUV。在刚刚结束的 2012年广州车展上收获了大
量订单。宝利格是华泰汽车自主研发的中高级 SUV，高科技智
能配置非常丰富，配备华泰汽车与英特尔公司合作开发的实

时车载智能决策系统 TIVI等。

美国经济复苏被指“虚假”
背后隐含特殊利益驱动

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西式快餐第一加盟品牌德克

士构建商业战略联盟新闻发布会于近日在上海举行，这是百

事与德克士继 2007年首次强强联姻后，双方 5年间进行深入
合作与资源共享，取得了卓越市场成绩。百事（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总裁施振康表示，中国的餐饮和饮料市场潜力巨大，将为

百事与德克士带来无限的市场发展契机。基于 5年的成功合
作，百事、德克士的本次两强续约合作联盟，势必将为双方赢

得新的发展及突破。

百事与德克士构建商业战略联盟

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欧洲的乐堡啤

酒宣布了“乐堡专机乐回家”的全国招募计划，最终将有 12位
幸运儿免费搭乘超豪华私人专机回家，用“派对”、“专机”这些

关键词逆袭年轻人对春运的印象。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是想

让年轻人勇敢地追求快乐的生活，即使是春运，也要学会发现

旅途中的乐趣，追寻全天候的快乐。源自欧洲的乐堡啤酒致力

于用音乐和派对让年轻人追求快乐并生活到极致。

乐堡啤酒发布乐堡专机乐回家计划

华泰宝利格柴油版搅动 SUV市场

艺术与春天的约会
中国保利·翡翠凤凰云南国际文化艺术周即将开幕

近日，由北欧领先功能型户外童装品牌 Reima举办的“童
真梦想，Reima投递”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特邀来自芬兰北极
村的真正的圣诞老人光临位于北京赛特购物中心店及五棵松

卓展购物中心店与小朋友们一同欢度圣诞节，让中国小朋友体

验到原汁原味的圣诞文化和芬兰风情，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和家

长参与。秉承“一切为了孩子”的品牌理念，Reima致力于确保我
们的孩子能够尽可能多的享受户外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并积极

地推动孩子们通过更加有活力的生活方式来提升他们的健康。

砸eima举办“童真梦想投递”活动

一月的中国，当许多地方还是冰天雪

地之时，在彩云之南的昆明，春的气息早

已呼之欲出。

年 月 日至 日，中国保利·翡

翠凤凰云南国际文化艺术周将在昆明拉开

帷幕，届时，国内外著名艺术团体演出和

中西书画艺术珍品展览，将搭建起一座艺

术文化交流平台，带给春城公众一场浪漫

优雅的文化盛宴。

新年伊始，在彩云之南，艺术与春天美

丽的约会即将开启……

艺术让魅力云南
更添风采

中国保利·翡翠凤凰云南国际文化艺

术周的创意缘起于云南省对文化产业发展

的规划。

近年来，云南省文化产业依托传统文

化资源，文化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符合云

南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极大提升了云南

的知名度，增强了云南文化软实力。一直以

来，云南省各级领导对于文化产业给予了

极大的热情。

云南省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秦光荣

强调，要深刻认识发展文化产业在调结构

转方式中的重要作用，充分挖掘云南丰富

多彩的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

础，树立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着力推

动云南文化产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纪恒也曾表

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云南的支柱产业，同

时政府将对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给予大力的

财政投入和支持。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

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赵金，云南

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文产专家花

泽飞等省领导均对文化产业发展给予了支

持和指导。

正是由于云南省各级对于文化产业的

共同热情，才有了中国保利·翡翠凤凰云南

国际文化艺术周自构思筹备直至正式开幕

的顺利进行。

举办中国保利·翡翠凤凰云南国际文

化艺术周，既是云南省落实十八大关于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实际

行动，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云南文化产

业内容，推进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一次具

体举措。

文化产业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

设，而艺术周也将为魅力云南更添风采。

企业与文化联动
让艺术更接地气

中国保利·翡翠凤凰云南国际文化艺

术周采取的是政府牵头支持、社会各界协

助，承办企业为主体、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模

式。

政府与企业联合，艺术盛事与市场运

作交相辉映，文化机构和企业集团互动发

展……在本次艺术周上，文化与艺术将实

现美妙共奏，而企业与文化的联动，也会让

艺术更接地气。

云南省文产办专职副主任田大余在艺

术周发布会上表示，举办中国保利·翡翠凤

凰云南国际文化艺术周，是云南省引进国

内知名文化机构和企业集团、实现与国内

外知名文化企业联合和互动发展的大胆探

索。

“云南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创新，需要大

胆开放，特别需要国内外大量知名文化机

构、文化企业的参与，通过他们的资金、技

术、理念、创意、人才、运作模式等各方面的

注入，提升云南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田大余说。

本次艺术周承办单位除中共昆明市委

宣传部、昆明市文产办外，还包括保利文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翡翠凤凰（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保利云南置业

有限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是国务院直属的大型企

业集团，保利文化是我国实力雄厚、多次

入选中国“文化企业 强”的著名文化企

业集团，其演出与剧院管理、书画经营与

拍卖、影业投资与电影院线管理等都在全

国处于领先地位。翡翠凤凰（北京）文化

传媒公司被亚洲财富论坛授予“ 年亚

洲影响力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云南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就是

要坚持与这样的有实力、有战略眼光的知

名企业合作，通过合作实现双方或多方共

赢，实现共同发展。”田大余说。

翡翠与凤凰的共舞

本次文化艺术周以“艺术扬帆·魅力

云南”为主题，通过国内外著名艺术团体

的演出和中西书画艺术珍品的展览，搭建

艺术文化交流平台，为公众奉献一场新年

文化盛宴。

在艺术周上，大师级艺术精品荟萃和

演出阵容强大是两大亮点。

届时，广大艺术品收藏家和爱好者可

以在中西艺术品展览展销中近距离欣赏到

《翡翠凤凰》玉雕作品、《新富春山居图》雕塑

作品、中国名家字画以及俄罗斯油画等艺术

佳作。其中翡翠凤凰玉雕作品首次亮相云

南，《新富春山居图》电影雕塑展是首次展

出，其他许多书画艺术品都是首次入滇参展

的国内外名家大作。

值得一提的是，翡翠凤凰玉雕作品是

翡翠凤凰（北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

云南润视荣光影业制作有限公司联合策划

制作的电视剧《翡翠凤凰》中贯穿主线的三

只凤凰（灵风、瑞风、金凤），该翡翠玉雕艺

术作品在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展出时荣

获世博会国际信息网管颁赠的“千年金

奖”。艺术周期间，三只凤凰将首次在家乡

云南亮相。

另一件备受关注的《新富春山居图》电

影雕塑出自中影集团、凤凰卫视和派格太

合以及翡翠凤凰（北京）传媒有限公司联合

打造的影片《新富春山居图》。该作品集结

了曹春生、盛杨、曾成钢等当代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 位雕塑家历经 个多月时间倾力

创作而成。整件作品包括 座具有现代审

美价值的女性人体雕塑，雕塑与基座连在

一起，呈现出一幅完整的《新富春山居图》。

这是现代艺术家与黄公望的心灵对话，同

时也实现了中国雕塑界和电影界的跨界合

作。

本届艺术周还安排了三场高水准的音

乐会即中国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德国广播

交响乐团音乐会、德国广播交响乐团携手中

国花腔之王吴霜“笑唱花腔”慈善音乐会暨闭

幕式。

此外，艺术周还会与慈善事业“亲密接

触”，将组织 名贫困儿童参加德国广播

交响乐团携手中国花腔之王吴霜“笑唱花

腔”慈善音乐会暨闭幕式，并组织向贫困儿

童献爱心活动。

从书画展到音乐会，从艺术对话到慈

善事业，本届中国保利·翡翠凤凰云南国际

文化艺术周，如同玲珑翡翠与炫彩凤凰的

共舞，瑰丽美妙，令人期待。

本报记者 汪静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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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永春供电公司开展“流动营业厅”为居民用户现场

服务，直接进村为村民讲解介绍用电知识并提供服务，给村民

分发宣传材料；积极向客户宣传代缴电费网点信息，引导客户

转变缴费方式；积极为村民的生活“省电”支招；积极进村民家

中，为其检查用电线路，解决村民用电疑难积极为村民讲解安

全用电注意事项和节约用电细节。该公司“零距离”的供电服

务受到当地村民的热烈欢迎。

永春供电公司开展进村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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