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带来的
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影响

I. 德国经济原本状况

国外需求是经济进 一步发展的重要因 素。5 月份商品

德国经济可以很容易地分为四个部分 ，包括服务业

出 口增长了11.6％。 必须指出的是，与 受严重影响

（69.3％），不包括建筑业 的制造业（24.2％），建

的国家 （例如英国或美国）的贸易比其他国家（例如

筑业（5.6％）以及农业，林业和渔业（0.9％）。 自

中国）的贸 易发展更弱。此外，来自欧盟国家的需求

1991 年以来，以增加值总额的比例衡量的服务业份额

增加。

大大增加。

但是欧盟以外的国家强调了德国经济面临全球经济
形势的风险。为了抵消不利影响并推动德国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覆 盖农业，林业和渔业的部门则大幅减少

德国政府采取了激励措 施，通过从2020 年7 月1 日至

了其总规模的一半以上。 因此，多年来，可以看到向

2020 年12 月31 日的临时减税措施来增加商品 和服务

所谓的服务经 济的转变，制造业和建筑 业仍然在经济

的消费。 欧盟还通过了一项名为“下一代欧盟”的计

中占有较高 的份额。德国经济的结构也可以根据雇用

划，计划覆盖2021-2024 年，价值 7500 亿欧元。该计

人数来说明。 在过去十年（2009-2019 年）内 ，服务

划结合了三个主要目标，即支持成员国复苏，启动经

行业的员 工人数增加了近 400 万。 因此， 从2009 年

济，帮 助私人投资以及通过实施战略投资工具和新的

至 2019 年，就业率 平均增加了 1.1％。

偿付能力支持工具从危机中吸取 教训。
通常在公开讨论中将新冠病毒与2008/2009 年的金融
危机进行比较。下图说明 了从2008 年4 月到2009 年
12 月金融危机的发展与从2020 年1 月至今的 COVID19 危机相比的生产指数，进口和出口情况。在所有图
中可见的是所谓的 “ V”效应。

相比之 下，农业，林业 和渔业领域的就业率从20092019 年平均下降了-0.9％。 仔细观察德国的失业 人
数，可以发现失业率从2010 年起稳步下降。 从2010
年到2020 年，失业率 平均下降了-2.1％。2020年失业
率的增长是由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下滑因素引起的。
危机期间的运营数字并未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在4
月份停产后不 久，就可以确定生产指数，进口和出口
均高于平均水平。一个例子是汽车行业，到2020 年6
月收到的订单几乎与危机前相同（90％）

II. 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前景
在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 第 一 季 度 ） ，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已经略有下降。

到 2020 年第二季度，4 月份的停产导致其显著下降-

III. 德国的投资环境

10.1％。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的数据，2020 年第三季

在新冠病毒初期，对信贷的更高需求会遇到不断上升

度/第四季度及以后的恢复过程将是缓慢而漫长的。另

的信贷条件的冲击。到2020年第二季度，与银行进行

一 方面，德国许多产业在5 月显示增长，比如制造业+

信用谈判的中小型企业（SME）的数量从25.0％增长至

10.3％或零售业+ 13.9％。 但是，尽管总体经济有所

31.5％。德国政府此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为经济复苏

复苏，但短期内仍无法避免GDP 的负面变化。如关键

提供额外的现金流动性，以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负面

数据的变化所示，2020 年的经济发展和活动受到总体

影响，这有助于促进银行在当前危机中发放贷款。这

负面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和出口分别比上年下降-6.3

些措施支持了最近几个月经济的改善。另外还有为了

％和-11.6％。消费支出方面的不利发展也可以记录

稳定投资市场制定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如果欧

下来，与2019 年相比减少了-7.4％。此外，负面变化

盟以及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以外的买家，在健

与德国就业人数的增长有 关，与去年相比减少了

康或医疗行业的公司购买超过10％的股份，现在必须

370,000 名就业人员。在短期内，必须指出的是，有

向德国联邦经济部进行报备。此外，在合同订立后的

部 分增长的趋势，但总体产能仍未得到充分利用（5

五年内，联邦经济部仍可以检查并追溯禁止进行此类

月份的工业生产约为新冠病毒 前水平的75％）。尽管

交易，且恕不另行通知。此通知阈值也已适用于其他

发展不佳，德国经济的复兴过程还是充满活力的。

行业。投资德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必须向德国公司及
其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报告超过3％，5％，10％，
15％，20％，25％，30％，50％或75％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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