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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小档案：他们革新了拍卖形式
拍卖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2020 年 的 经 济 学 奖 得 主 保 罗·米 尔 格 罗 姆

(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 (Robert Wil-

son)改进了拍卖理论，发明了新的拍卖模式，

使全世界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

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保罗·米尔格罗姆于

1948 年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目前任

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另一名获奖者罗伯特·
威尔逊同样来自美国，他于 1937 年出生于美国

内布拉斯加州杰尼瓦市，目前同样任职于美国

斯坦福大学。

两 位 得 主 不 仅 阐 明 了 拍 卖 工 作 是 如 何

运 作 的 ，以 及 竞 标 者 以 特 定 方 式 行 事 的 原

因，而且利用他们的理论，发明了一种针对

商品和服务的新型拍卖形式。

“年轻”：不一样的诞生记
与其他诺贝尔奖项相比，诺贝尔经济学奖

尤为“年轻”。

它是唯一一个不是根据创始人阿尔弗雷

德·诺贝尔遗愿设立的奖项，而是瑞典国家银行

在 1968 年成立 300 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所

设，并承诺每年提供的奖金金额等同于其他诺

奖项的奖金金额。

从 1969 年开始，经济学奖成为诺贝尔基金

会认可的第六个奖项。尽管诞生日期不同，这

一奖项的地位与物理学奖、化学奖等奖项并无

差别，均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

截至 2019 年，共计 84 人摘得经济学奖的

“桂冠”。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 67 岁，最年长的

得主是里奥尼德·赫维茨，2007 年获奖时已达

90岁高龄。

特殊之年：如何促进经济复苏？
当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人们日常生活

受到影响的同时，世界各地的经济也遭受重

创。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站了出来，评

价当下疫情中的经济状况及为疫情后经济复苏

出谋划策。

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尔斯·汉森

认为，全球新冠确诊人数不断激增，各大经济体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面临艰难权衡。这次疫情

暴发的确会在短期影响全球供应链，而各方采

取的审慎措施，将很可能抑制新冠肺炎的进一

步传播。虽然一些国家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但仍必须保持警惕。他还称：“在应对经济与

健康之间的权衡时，多方因素都要考虑进来，

单靠流行病学家的知识是不够的。”

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则勾勒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愿

景。例如，推动经济向更加绿色、更加知识型的

方向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加强国际合作，共同解

决全球性问题，并为应对下一轮疫情大流行做出

更好的准备。但同时，他也强调，只有所有国家成

功控制疫情，全世界才能从疫情冲击中恢复。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同

样表示：“疾病夺去人的生命，是人类的悲剧。

对假想的经济影响的担忧，不应转移公共卫生

官员或民众的注意力，让他们忽视当前的重要

问题——拯救生命。当前最重要的、迫在眉睫、

无可推卸的任务是，拯救生命。”

此外，全球型研究机构罗汉堂联合内外学

者，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

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该体系可一站式追

踪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展状况、疫情

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收缩时长和损失程度、疫情

政策严格程度等重要指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

认为，PET 是一种实时更新的综合工具。利

用这一体系，可以对全球经济做出及时的判

断和预测，帮助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更好地掌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展和经

济状态，以支持有效和精准的决策，比如何时

重新开放经济，优先开放哪些部门等。另一

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也对此

做出了肯定评价。

虽然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危机，但探索的步伐从未曾停下。无论如何

艰难，经济学的规律和成果仍将引导人们走出

盲区，迎向复苏。

美国防部挪用抗疫资金引争议
《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美国国会今年早些时候

曾向国防部拨款10亿美元，用于加强抗疫医疗物资

生产，但这笔资金的实际用途大部分与抗疫无关。美

国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对抗疫资金被挪用进行调查。

今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新冠病毒援助、救济

和经济安全法案》，为应对疫情拨出2.2万亿美元资

金，其中包括一笔对五角大楼的10亿美元拨款。然

而，《华盛顿邮报》调查采访后发现，这笔资金中大部

分没有用于抗疫用途。

调查表明，这 10 亿美元资金中，有 1.83 亿美元

划拨给了罗尔斯·罗伊斯和阿塞洛米塔尔等制造企

业，数千万美元流向了卫星、无人机和太空监视技术

提供商，8000万美元流向了堪萨斯州的飞机零部件

企业，200 万美元拨给了一家生产军服面料的制造

商。此外，在已知收到国防部资金的约 30 家公司

中，至少有10家公司同时通过另一个政府疫情救助

项目——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负责的“薪水保护计

划”，获得了援助性贷款。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美国防部决定将这笔

资金用于国防承包商，违背了该委员会在救助法案

中提出的促进医疗防护设备制造的意图。《华盛顿邮

报》相关报道刊发后，威斯康星州众议员马克·波坎

和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芭芭拉·李呼吁对国防部挪

用抗疫资金的合法性进行正式调查。

面对质疑，美国防部声称，此举是“寻求在促进

美国医疗物资生产和支持国防工业之间取得平

衡”。美国防部负责采购事务的副部长艾伦·洛德

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是紧密相关的”。《华盛顿

邮报》注意到，今年4月，洛德曾对媒体表示，国防部

计划将10亿美元资金中的3/4用于医疗物资生产，

但实际上，有6.88亿美元拨给了国防承包商。

美国非政府组织“政府监督项目”的国防问题分

析师曼迪·史密斯伯格指出，美国防部挪用抗疫资金

一事十分严重，“关系到政府预算优先事项究竟是真

正服务于公共安全，还是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

□ 据《人民日报》

亚阿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军事冲突持续。双

方都指责对方对平民地区进行密集炮击，并导

致两周来的激烈冲突升级。

阿塞拜疆外交部 11 日表示，亚美尼亚军队

连夜攻击该国第二大城市甘加，造成至少 7 人

死亡，33 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而当时距停火

协议生效还不到24小时。

据法新社报道，该市一名目击者说，当天凌

晨，一场巨大的爆炸夷平了整个街区一层和两

层的房屋，他们被吵醒了，9 间公寓成了废墟。

68 岁的居民扎吉特·阿利耶夫说：“我一生所做

的一切都被毁了。”

亚美尼亚则否认轰炸甘加，反指阿塞拜彊

轰炸亚美尼亚境内一处住宅区，纳卡地区内的

亚美尼亚人也指责阿塞拜彊部队，在停火生效

后5分钟就发动新攻势，造成2名平民丧生。

欧盟对纳卡局势表深切担忧
俄罗斯外交部 11 日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

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就纳卡地区局势进行

讨论，同时重申各方必须严格执行俄罗斯、亚美

尼亚和阿塞拜疆外长 10 月 9 日至 10 日莫斯科

会谈后通过的联合声明的所有条款。俄外交部

还指出：“俄方表示愿在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为

解决纳卡局势问题继续积极斡旋。”

欧盟外交专员 11 日也对纳卡局势表示深

切关注，呼吁亚阿双方遵守停火协议。欧盟外

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对

当地继续军事行动，特别是针对平民的军事行

动极为担忧。博雷尔补充说，欧盟 27 个成员国

“敦促各方确保协议在实地得到充分尊重”。

据悉，在经过持续十个多小时的闭门磋商

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三国外长于 10

日发表声明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达成在纳

卡地区停火的协议。声明指出，各方同意自当

地时间 10 月 10 日 12 时起在纳卡地区停火，在

国际红十字会的协调下交换战俘和遇难者遗

体。但停火协议生效当天，亚阿双方又开始相

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发动袭击。

冲突持续！亚阿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当地时间11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连续第二天互指对

方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与土耳其外长就纳卡地区局势进

行讨论，重申各方必须严格执行纳卡问题相关协议，欧盟也

对停火协议遭到破坏表示担忧。 □ 据中新社

两人分享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
北京时间10月12日下午，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

名单揭晓，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获

奖，以表彰他们“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新型拍卖形式的发明”。

作为诺奖家族中最“年轻”的一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过

去的50多年间，有过赞誉，也尝尽争议。新冠疫情肆虐的当

下，全球经济受到重创，疫情过后经济能否恢复，如何恢复？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中，人们能找到答案吗？ □ 据中新社

约翰逊：英国将探寻各种途径
以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 10 日，英国首相约翰

逊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英国将探寻每一条能够

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途径。但未来几天，双方仍

需在弥合彼此之间的巨大落差方面，取得进展。

据报道，约翰逊的办公室就两人此次通话表示：

“约翰逊证实了英国致力于探寻各种途径以达成协

议的承诺。”“首相强调，未来几天必须通过首席谈判

代表之间的密集谈判，在弥合巨大落差方面取得进

展，特别是在渔业和公平竞争领域。”

约翰逊对马克龙表示，英国想要达成协议，但并

非不惜一切代价。约翰逊办公室表示：“他强调达成

协议对双方都有利，但也表示如果达不成协议，英国

准备依照澳大利亚式的条款来结束过渡期。”

法国的欧盟事务部长11日表示，欧盟与英国必

须在 11 月开始之前，就双方的脱欧后关系达成协

议。但欧盟不会只是为了求取一套折衷方案，就接

受不利的协议。

据此前报道，约翰逊曾表示，如果在10月15日

欧盟秋季峰会前贸易谈判仍然没有结果，那么英国准

备接受现实，即“无协议脱欧”，不过他更倾向于达成

协议。因为“无协议脱欧”将使每年9000亿美元的英

欧双边贸易面临不确定性，并可能使边境陷入混乱。

英国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脱欧”，英欧关

系随后进入为期 11 个月的过渡期。如果过渡期内

英欧未达成贸易协议，双方贸易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重新实施边检和关

税，将导致贸易成本增加。 □ 据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