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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领导人峰会落幕

能源“软肋”依旧 携手“严管”税收
欧盟领导人峰会落幕

能源“软肋”依旧 携手“严管”税收

□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欧盟领导人峰会于 5 月 22 日下午落
下帷幕。本次欧盟领导人峰会重点讨论了
欧盟能源政策和加强税收管理两大议题，
并且确定了欧盟今后在能源与税收两大领
域的大政方针。欧盟领导人希望通过降低
能源成本、打击偷税漏税等途径来促进经
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欧盟经济竞
争力。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会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本次会议在欧洲的能源政策
和打击偷漏税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我们
都知道必须在这两个问题上采取行动，而
且大部分提案也已提出，但是我们执行的
速度太慢。”

能源政策是本轮欧盟领导人峰会讨论
的重头戏。巴罗佐表示，有关能源的政策
建议其实早就提出来了，我们需要政治意
愿来推动欧盟层面加快落实这些政策建
议。峰会结束时发表的报告指出，可以承
受得起的可持续能源供应是提高经济竞争
力、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
键。为此，欧盟领导人在本次峰会上提出，
要加快建设充分有效和相互联系的内部能
源市场，促进对能源创新和基础设施的投

资，努力提高能源效益，开发更加价廉的可
再生能源，促使能源供应多样化。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净进口地
区，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对外部能
源的高度依赖预示着欧盟能源供应安全面
临严峻挑战，迫使欧盟高度重视能源供应
安全问题。根据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的
提议，欧盟领导人在本轮峰会上就如何进
一步提高能效、进一步开发当地能源资源
和如何为吸引资金投向现代能源基础设施
而制定出更具预测性的能源政策这三大问
题展开讨论。

目前，欧盟的能源价格分别比美国和
日本高出 37%和 20%。欧盟领导人感到，
欧盟能源价格偏高严重制约欧盟工业竞争
力的提高，加剧了欧盟的经济衰退程度。
欧洲企业协会“商业欧洲”在向峰会提交的

公开信中呼吁欧盟采取措施降低工业界的
能源价格，特别是那些高能耗企业的能源
价格。欧盟领导人希望通过完善欧盟内部
能源市场建设、节能增效、能源结构多元化
等途径降低欧洲的能源成本。

由于欧盟的偷税漏税问题相当严重，
本次欧盟领导人峰会临时将打击偷税漏
税加入峰会议题。巴罗佐表示，欧盟成员
国每年因非法欺骗和不可接受的偷税漏
税而损失的财政收入高达１万亿欧元。
如果偷税漏税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欧盟
委员会就难以面对诚实经营的企业和辛
勤工作的民众，也无法向为实施财政紧缩
作出重大牺牲的重债务国作出交代。峰
会发表的公报指出，偷税漏税已经严重影
响到成员国增加财政收入和落实经济政
策的能力。在欧盟成员国实施紧缩财政

和减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打击偷税漏税
不仅是税收公平问题，而且对欧盟成员国
正在进行的财政整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的。所以欧盟必须加倍努力提高税收体
系效率和打击偷税漏税。

增加税收透明度和加强税收协调是欧
盟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的重要环节。欧盟领
导人在本轮峰会上重点讨论了打击偷税漏
税和税收欺诈的政策措施，并要求 27 个成
员国自动共享个人投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等
信息。目前，欧盟的税务信息自动共享仅
适用于存款利息等信息，不包括投资收
益。欧盟提出将目前欧盟税务信息自动交
换共享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资本收入，
不仅包含存款利息，而且也包含薪金、退休
金、保险金、红利和资本收入等信息。这就
要求成员国税务部门通过跨国合作来严厉
打击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投资者避税行
为。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在 2015 年之前达
成所有种类收入信息的自动交换共享协
议，并为此负起相关责任。范龙佩称这次
峰会就打击偷税漏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

“真正的突破”，并表示相信欧盟和世界各
国领导人都有打击税收欺诈的政治意愿。

◇ 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迫使欧盟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

◇ 达成打击偷税漏税协议是此次欧盟领导人峰会的真正突破

信息化时代中德合作恰逢其时
□ 欧 汶□ 欧 汶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无疑是信

息化时代最时髦的词汇，更代表着巨大

的财富和机遇。作为这一时代的关键领

域，信息通信产业成为包括中德在内许

多国家重点呵护的产业。在这种逐利与

保护的心态下，中德信息通信领域的合

作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一方面中德

信息通信企业的合作如火如荼，不乏华

为与德国电信、联想与德国 SAP 等成功

的范例，另一方面，“德国网络频遭中国

黑客攻击”、“德国不应与中国开展物联

网合作”、“中国电子通信企业正用低价

冲垮德国企业”等等杂音频现。合作还

是对抗？信息化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的

问题。

“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目前，中德信

息通信产业都处于向世界一流水平赶超

的 阶 段 。据 德 国 慕 尼 黑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TNS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信息通信

产业绩效指数排名上，德国（53 分）和中

国（51 分）分列第 6 位和第 9 位，排名靠

前，却与排名第一位的美国（76 分）有很

大差距。在迈向世界顶尖水平的道路上，

只有相互合作，互学互鉴，才能从“跟跑

者”转变为“并行者”、“领跑者”。如果相互

掣肘、彼此拆台，就会难以发展，甚至沦为

“垫底者”。

其实，中国和德国，一个是信息通信

产品制造大国，一个是软件服务业大国，

两国信息通信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中德

“软”“硬”结合，不会削弱彼此的优势，完

全可以实现珠联璧合，发挥出“1 加 1 大于

2”的效应。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说过，战略

选择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时下，中德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战略契合

度很高，中国正致力于打造经济升级

版，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德

国同样在实施“工业自动化 4.0”计划，

两国均重视信息通信技术对传统工业产

业的升级。中德还都在推进各自的宽带

网络建设和提速计划，都在积极扶持信

息通信产业小微企业的发展。可以说，

高契合度的发展战略，使中德信息通信

领域合作有了更多共同语言，中德在共

同战略下合作，必将更好地把握信息化

时代的机遇。

此外，中德信息通信产业都缺乏高技

术专业人才，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技术

的开发和运用水平不高，网络安全和数据

安全面临挑战，一系列共同面临的困难成

为中德信息通信产业加速发展的瓶颈。

古语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在合作中

更好地克服困难，在应对困难中开拓创

新，将会为中德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提供源

源不竭的动力。

诚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德在信息

通信领域也存有竞争，如在 4G 新一代移

动通讯领域和物联网相关标准等。但我

们不应害怕竞争，竞争更不意味着对

抗，正如不久前中德有识之士在德国

《商报》 的共同撰文中所说，应“用联盟

代替对抗”。为让两国早日成为信息化时

代的“领跑者”，中德合作恰逢其时。

5 月 22 日，一道彩虹跨越莫斯科红场上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22 日傍晚时分迎来一场暴雨，暴雨过后霞光变幻，一道绚丽的彩

虹出现在城市上空。 姜克红摄(新华社发)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闫海防报道：日本
近来开展一系列经济外交活动，重点是推
销日本的核能技术和设备。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前不久访问土耳其和阿联酋时，双方
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日本将向两国转让
核能技术和设备，并参与建设核电站。安倍
出访时随团的大企业有 130 多家，其中十
几家企业与核能有关。最近，日本恢复了与
印度的核利用谈判，双方商定在印度总理
辛格本月底访日时签署相关协议。此外，日
本还在和巴西、南非、沙特等国进行核能利
用的磋商，争取尽快签署合作协议。

日本发生核电站爆炸和放射性物质泄
漏的严重事故后，全球震惊，其核能技术和
管理水平令人质疑。今年以来，福岛第一核

电站又连续发生多次老鼠作祟的低水平事
故，更令人啼笑皆非。为此，日本国内反对
利用核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导致日本
全国 50 多个核电站中只有两个在运行，其
他全部停运。由于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民
主党和自民党政府都不敢再发展核电站。
日本的核能市场可能从此结束。

但是，日本拥有一大批老牌核能生产企

业，如日立制作所、三菱重工、东芝等，这些
企业的核能生产大量闲置，不得不向政府求
救。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目前全球核能利
用方兴未艾，亚洲、非洲和南美等地今后30
年内可望建设的核电站高达370座，以每座
5000 亿日元计算，将有约 100 万亿日元的
市场需求。日本企业希望至少获得10%的份
额，为日本过剩的核能生产寻找出路。

为了抢占世界核能市场，日本已经成
立了官民合作的促销体制。日本政府将核
能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转让列入国家“新成
长战略”之中，并作为政府经济外交的重
心，今后日本领导人出访将着重推销日本
的核能优势。民间企业则全力配合政府，进
行幕后的商业斡旋活动，吸引更多的国家
关注和购买日本的核能技术和设备。

国内市场遭质疑被叫停

日本大力推销核能技术设备

沙特将禁止进口高能耗空调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沙特海关近日发表

公告称，为降低能源消耗，从 2013 年 9 月 7 日起，沙特海关
将禁止高能耗空调的进口，同时相关部门将逐步采取措施
禁止高能耗空调在市场上销售。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空调消耗在沙特住宅和商务楼用
电中所占比例高达 65%，给个人消费者和沙特政府造成负
担，不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沙特相关部门表示，针对高能耗空调的禁令将分为两个
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今年 9 月份开始，第二阶段将从
2015年1月份开始。届时，高能耗空调将在沙特全面禁止。

斯洛文尼亚通过国企改制纾困斯洛文尼亚通过国企改制纾困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张春荣报道：为增加国家财政

收入，避免被迫申请国际救助，斯洛文尼亚政府决定从今
年９月份开始启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斯洛文尼亚财政部长库弗尔日前透露，政府拟出售大
型国企 15 家，其中包括第二大国有银行 Nova KBM、全
国最大电信运营商斯洛文尼亚电信、卢布尔雅那机场以及
国家航空公司亚德里亚航空。整个国企私有化计划将持续
６个月到９个月，预计国家财政将增收 7.5亿欧元。

新加坡实施“扩展人才计划”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按照新加坡劳动力发展

局与新加坡中小型企业协会去年5月联合推出的“扩展人才
计划”，凡是加入中小企业不足三个月的专业人士、经理和执
行人员，都可参加为期三天的培训课程。该课程将辅导上述
人士设立自己在企业各阶段的工作目标，找出关键绩效指标
和培训发展计划。据了解，该计划实施一年来，为400多家中
小企业提供帮助，接受培训的员工留职率达90%。

据悉，这项计划培训的费用 90%由劳发局提供，如果
员工参加培训后能够和雇主一起按照课程锁定的目标发
展，经过每月评估，六个月以后企业雇主将能够一次性获得
5000新元的津贴。

本版编辑 徐惠喜 廉 丹 郝 进

0.6%

美国4月份旧房销量环比上涨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22日

公布的报告显示，4月份美国旧房销售量环比上升 0.6%，旧
房销售价格继续同比增长，显示美国楼市的持续复苏势头。

报告显示，4 月份美国旧房销售量经季节调整按年率
计算为 497 万套，高于前月修正后的 494 万套。这一数字
比去年同期的 453 万套增加了 9.7%，为连续第 22 个月同比
上升。当月美国各类旧房销售中间价为每套 19.28 万美
元，同比增长 11.0%，为连续第 14个月同比上涨。

38.3%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本报讯 记者顾金俊报道：受外部投资环境不确定性

增加等因素影响，韩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减少。韩
国企划财政部日前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韩国企业今年第
一季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 70.3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下降 38.3%。

韩企划财政部称，出现如此巨大降幅是韩国企业对海
外矿业投资大幅度减少所致。统计表明，今年一季度韩国
对海外矿业的实际投资同比减少了 90.4%，制造业投资同
比减少了 14.7%,金融和保险业投资减少了 21.8%。

7.3%

新加坡批发贸易指数首季下跌
7.3%

新加坡批发贸易指数首季下跌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新加坡今年第一季度

国内批发贸易指数同比下滑 7.3%，不仅连续第四个季度同
比走低，而且跌幅也较去年第四季度的 6.7%有所扩大。若
不包括石油在内，则指数的同比跌幅缩小至 2.1%，比去年
第四季度的 4.9%的跌幅要好得多。经季节性调整后，该指
数较去年第四季度环比则上扬了 3.2%，环比增幅最大的类
别则是电信和电脑，取得了 16.2%的增幅。

当地分析师认为，新加坡国内批发贸易仍然没有明显
复苏迹象，而事实上与建筑相关的类别都表现欠佳，意味着
一直支撑着国内经济的建筑业有可能正在放缓。

本报北京 5 月 23 日讯 记者陈颐

报道：电动汽车充电站、智能家居样板间
以及 2013 年最新推出的全球第一个集
成能源管理功能的低压断路器Emax2，在
今天举办的全球年度自动化活动中，
ABB 向来自海内外近 3000 位行业专
家、学者和客户展示了一系列先进自动
化技术和产品。

ABB 集团市场与客户解决方案负
责人舒瑞格表示：“ABB 中国今年第一
季度业绩增长了 20%。ABB 将研发投
资的重点放在新兴市场，将继续加大在
华研发投资，在中国为本地市场提供定
制化产品与解决方案。”

据舒瑞格介绍，ABB 视创新为保持
市场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所在。2012 年，
ABB 投资约 15 亿美元用于研发，这一
数字自 2007年以来增长了 68%，而且研
发费用占营收的比例将在 2015 年进一
步提升至 4%。目前，ABB 已经在包括中
国在内的 7 个国家建立了研究中心，在
全球拥有超过 8000 名科学家和工程
师。此外，ABB 与全球 70 家领先的科研
机构和高校就各类研究项目展开合作。

ABB继续加大

在华研发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