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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法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当
前各党派正在进行初选。同以往相比，
今年的选举形势较为特殊。由于近年法
国经济持续疲软，失业率高企，政府推行
改革困难重重，加之频遭恐袭威胁，民众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及对奥朗德政
府经济改革效果的不满持续增强，催生
了渴望变革与更新的强烈欲望。同时，
右派强势回归、左派分裂加剧、极右翼虎
视眈眈都成为本次大选的关键词。不
过，无论各派选情如何变化，涉及民生的
相关经济议题如医疗改革、劳动法案、社
会福利等仍将是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
题。因此，如何提振法国经济，切实改善
民生成为法总统选举的首要议题，其结
果也将对法国未来经济政策与改革方向
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法国经济复苏迟缓，市场及
企业活力趋弱，失业率始终处于高位，经
济结构性改革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候

选人在各自的竞选施政纲领中纷纷为法
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开出“药方”，但各派
候选人意见分歧较大，未来法国经济前
景仍存较大“不确定性”。

2016 年 11 月 27 日，法国前总理菲
永以 66.5%的得票率击败对手前总理朱
佩，将代表以共和党为主的中右翼阵营
与其他候选人角逐总统之位。菲永代表
了右翼中的自由派，主张强力推行自由
资本主义。他表示：“促进就业与经济增
长是未来的重点，法国需要尽快促进经
济增长，采取措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
引新兴产业，让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
以此恢复法国的荣光，变得更加强大。”
其具体方案是，节约公共支出 1100 亿欧
元，延迟退休到 65岁，裁减 50 万公务员，
终结 35 小时工作制，解放劳动市场，统
一退休体制，推行供给侧改革，为企业减
税，允许企业在用人方面获得更大自主
权。但其在裁减公务员、改革医疗保险
及确定法定工作时间方面更趋激进与自
由化的施政计划则广受质疑，被认为“存
在很多问题”。

随着分裂趋势的持续，左派各候选

人 对 经 济 改 革 的 分 歧 也 在 拉 大 。 在
2017 年 1 月 12 日举行的题为“社会与经
济”首场左派辩论中，法国前经济部长
蒙特布尔和前教育部长阿蒙认为应取
消劳动法案，仅保留“休息时间不接受
雇主任务”的条款。蒙特布尔认为，“劳
动法让雇主更方便解雇员工，剥削了员
工的权利”。作为该法案坚定支持者的
前总理瓦尔斯表示：“提出反对意见的
人是在主张废除给工作条件艰苦的人
设立艰苦职业工时账户及企业内部协
商体制。这部法律具有进步性，保障了
员工的新权利。”蒙特布尔建议每年从
税收中抽取 400 亿欧元，用于激发企业
竞争力和就业税收抵免制度。阿蒙提
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主张“首先
将积极互助收入补助金定在 600 欧元，
并自动归还，然后分发给 18 岁至 25 岁
的青年人。”

另一位热门候选人，法国前经济部
长马克隆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大
选，他主张为私人在创新方面的投资提
供方便，通过修改税务框架为企业所需
资本提供通道。最值得关注的是，他认

为，如果法国和德国不能支持单一货币
联盟，解决欧元功能失调问题，那么 10
年后欧元可能不复存在。法德必须共同
意识到欧元是不完整的，必须实施重大
改革。与美元相比，欧元并未给欧洲提
供完整的国际主权，也没能令不同成员
国间自然融合。因此，他提议设立一项
欧元区预算，为以促进增长为目标的投
资提供资金，并向处于困境中的成员国
提供金融援助。

与传统政党不同，极右翼政党国民
阵线在政治纲领方面更趋激进，该党领
导人勒庞一直主张保守的反移民政策并
致力于令法国退出欧元区。她将欧元视
为一个“经济失败”案例，主张法国应该
退出欧元区并改用新货币，法国国家债
务将以新的本国货币定价。她的经济改
革措施也更趋保守，提倡通过保护法国
企业对抗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不正当
竞争，遏制法国产业外移现象。大幅削
减移民数量，每年削减 1 万名移民，所有
非法进入或滞留在法国的外国人将被驱
逐，取消出生即可获得法国国籍的法律
等，以此减轻法国的社保压力。

法国大选“硝烟四起” 经济改革“唇枪舌战”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法国总统选举拉开帷幕后，各派候

选人在经济改革议题上的激烈争论再次

显示出民众对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与改

革者对结构性变革的雄心。随着各派候

选人与竞选纲领的确定，法国未来经济

改革方向也将渐渐清晰，回归直面结构

性问题的本质。

近年，法国经济复苏孱弱，始终面临

“增长低、支出重、活力弱”的结构性难

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最新发布的

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法国 2016 年的经

济增长率预计约为1.2%，低于法国政府预

期的 1.5%目标，2017 年、2018 年法国经济

增长率分别为1.3%、1.6%。经合组织专家

认为，“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制约了法国家

庭消费的提振，不利于改善法国民生。脆

弱的复苏势头更需要政府坚定的政策支

持，否则仍将面临衰退威胁”。经合组织

在报告中警告，当前法国公共支出比率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57%，仍为经合组织国家

中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芬兰。经

合组织专家指出：“过重的公共支出将不

利于减少企业税负与社会分摊金。”

法国经济活力依然弱势，反映出经

济领域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近期，法

国经济观察与经济发展及企业发展研究

中心发表报告指出，2016 年法国经济能

继续延续回暖势头主要得益于欧元区量

化宽松政策、国际油价走低及欧元贬值

等外部利好因素，但其内部企业竞争力

低迷、税制不稳定等结构性因素仍将制

约法国经济复苏势头。该中心预测，受

法国经济内在活力弱势因素制约，2017

年法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1%，低

于世界经济平均 3%的增长率。

面对经济上的重重困境，这些致力于

成为法国未来“改革者”的总统候选人纷

纷开出自己的“经济药方”，展现自己对未

来改革的雄心。但同时也应看到未来结

构 性 改 革 仍 面 临 较 大 阻 力 与“ 不 确 定

性”。从近年法国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遭

遇的困境不难看出，当前法国社会仿佛正

渐渐失去对改革的动力与勇气，如“新劳

工法案”就曾引发巨大争议，在面对政党

质疑、工会压力及民众抗议的巨大阻力面

前，法国政府不得不步步妥协，使改革措

施失去了有效保障。这也在客观上反映

出法国经济政策中结构性、制度性的缺

陷，以及民众渴望变革的愿望与不希望伤

害自身利益的矛盾心理。

曾有法国民众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表

示：“法国需要更加坚定、更加深刻的改

革，但希望这种改革不会伤及我们的切

身利益。”面对民众的切实诉求，如何能

在未来施政过程中，将经济结构性改革

与民众切身感受实现完美平衡，使改革

计划回归结构性问题的本质，得到更多

民众的理解与认可，将是未来法国改革

者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也考验着各

位候选人未来的政治智慧与改革决心。

经济改革需回归本质
李鸿涛

本报东京 1 月 23 日电 记者苏海河

报道：1 月 24 日开始，拥有 1.3 万家便利店
的日本罗森株式会社所有店铺将开通支
付宝结账功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副总
裁道格拉斯·费金与罗森公司董事长兼
CEO 玉塚元一共同宣布了这一消息。

由于中国访日游客增加及消费范围
扩大，罗森公司看到了商业经营的新增长
点 。 2016 年 中 国 访 日 游 客 超 过 600 万
人，旅游路线从东京、大阪、京都、北海道
等传统旅游景点向更多地方扩展，在便利
店购买礼品、食品及生活用品的规模大
增，人均消费额超过日本人两倍以上。为
此罗森公司与支付宝全面合作，投资数亿
日元改造电子结账系统，使全国店铺同时
开通支付宝结账功能。

蚂蚁金融国际事业战略合作部总监
潘龘表示，支付宝 2015 年下半年进入日
本市场以来，已经在机场、大商场、电器店
等开通了 6000 多家结账店，罗森是第一
个全系列店对接支付宝系统的日本商业
机构。今后支付宝将进入更多的日本商
业结算渠道。

支付宝进驻日本罗森便利店

图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道格拉斯·费金在日本的一家罗森便利店试用支付宝付款。 本报记者 苏海河摄

自当选以来，特朗普纷繁的经济政策
言论深度扰动全球金融市场。日前，就特
朗普经济政策言论、经济政策走向和影
响，记者采访了多家欧洲金融机构。各方
认为，评估特朗普经济整体政策主张应从
美国经济基本面出发，同时应保持足够的
冷静，静观其可执行的经济政策出台，但
从目前言论来看，特朗普经济政策并不适
合当前美国经济基本面。

瑞银财富英国首席投资总监余修远
表示，无论未来特朗普政府真正推行何
种经济政策，其基础必须是美国当前的
经济基本面，即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好转，
劳动力市场接近完全就业，通胀已经开
始恢复。在上述基础面因素下，多家欧
洲投资机构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大规模
减税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并不适合于当
前美国经济。

安石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简·德恩表
示，特朗普的财政刺激计划无疑将造成

美国财政的进一步失衡。同时，当前美
国经济已经接近完全就业、通胀已经开
始恢复，产能已经接近完全利用状态。
当前美国需要的是对被量化宽松政策刺
激过度的经济实行供给侧改革，降低债
务 负 担 。 然 而 ，这 一 政 策 政 治 成 本 过
高。特朗普选择了维持短期经济增速的
刺激产能利用政策。这虽然能够在短期
内粉饰其领导下美国的经济数据，但事
实上是在拿美国经济未来作赌注。这一
政策意味着未来通胀的上升和美联储货
币政策进一步收紧，进而造成强势美元
和高利率。眼下，当期美国的实际有效
汇率已经接近互联网泡沫时期水平。未
来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走高将进
一步破坏美国经济平衡。

斯特拉顿街首席投资官安迪·希曼表
示，美国经济已经处于相对强势状态，剩
余产能已经相对较少，因此财政刺激的实
际有效空间非常有限。同时，控制移民、

财政刺激以及要求美国厂商回归本土的
做法能够在短期内创造一定的就业。然
而，从国际经济竞争力的角度来看，特朗
普的做法将在短期内因美元升值削弱美
国贸易竞争力，在长期内则会限制美国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经济
研究院阿兰·惠特利则表示，此次美国大
选中的确反映出美国选民对于生活水平
停滞的不满和愤怒。然而，在全球化背景
下解决上述问题应该重视保护“工人”而
非保护“就业”。未来政策重点应该集中
在将更多资金投入教育、技能培训领域，
提升工人的素质和能力。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
心主任克里·布朗也表示，美国虽然需要
升级基础设施投资，但问题是资金和投资
从何而来。期待通过税收或者其他手段
将已经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企
业拉回美国国内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

的。即使相关企业被迫回归，对于美国经
济的影响也是弊大于利。

当前，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言论已经引
发了欧洲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分化，但各方
普遍认为特朗普当前政策言论并不利于
提升投资者对新政府的信心。简·德恩表
示，由于考虑到美国未来可能的政策不确
定性、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波动，安石
集团已经调整头寸减持美国资产以规避
风险。

余修远则表示，现在依然无法确定特
朗普的核心经济战略政策。当前虽然不
同机构调整策略，但瑞银财富投资总监办
公室认为，在美国政府可执行的经济政策
明确之前，其投资策略不会发生变化，未
来将“静观其变”。渣打银行亚洲外汇首
席研究员罗伯特·米尼金则表示，特朗普
造成了市场上太多的不确定性，市场多以

“静观其变”态度为主，同时市场目前避险
情绪明显升高。

欧 洲 多 家 投 资 机 构 关 注 特 朗 普 就 职 ——

冷静应对美国经济新政策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本报首尔 1 月 23 日电 记者杨明报道：经过数月
调查和研究，三星电子当日在首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 Galaxy Note7 事件的调查结果，并郑重向中国消
费者道歉，以期在中国市场重拾信任。

三星电子无线事业部总裁高东真表示，在过去几个
月中，为了找出 Galaxy Note7 燃损真相，三星电子对
Galaxy Note7 的硬件、软件，以及相关流程如组装、
质检、物流等各个环节作了仔细审查。为了还原燃损的
发生过程，三星动用了 700 余名公司研究员和工程师、
构建了大规模特殊实验装置，测试了超过 20 万部组装
完好的手机和 3 万多块电池，进一步明确了问题的根
源。为保障调查的公正和客观，除了三星自行开展调查
之外，美国保险商实验室 （UL）、美国 Exponent 实验
室以及德国莱茵 TUV 集团等 3 家专业机构实施了独立
的调查。

高东真表示，从结论上来看，Galaxy Note7 燃损
的原因是电池质量问题。参与调查的 3 家外部机构分析
结果也显示，是电池缺陷导致了燃损。

高东真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特别向中国消
费者表示道歉，由于在事件发生后三星电子缺乏与中国消
费者的有效沟通，导致中国消费者对三星产生误解。但他
同时否认三星电子在中国市场存在歧视和差别对待现象。
高东真在现场也向全球消费者、运营商、经销商，以及商
业伙伴诚恳道歉，并对他们的耐心等待与支持表示了感谢。

发布会上，三星还公开了一系列安全强化措施，包
含燃损原因的改善、“8 项电池安全性检查措施”“多重
安全措施协议”等。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产品战略及研发总裁王彤表示：
“创新是三星的 DNA。在保证用户安全和产品质量前提
下，三星不会停止创新的脚步。作为在中国最大的外商
投资企业，三星将深入研究中国消费者的喜好及使用习
惯，不断研究开发满足中国消费者喜爱的产品。”

确认 Note7燃损系电池缺陷所致

三星电子向中国消费者道歉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田晓军报道：保加利亚新总
统鲁门·拉德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保加利
亚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强各层次的
双边政治对话和接触，他本人十分赞赏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衷心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一道，
推动保中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

鲁门·拉德夫说,保加利亚对“一带一路”建设深
表赞赏，深信这将促进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并将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保中两国的政
治互信和互惠合作。

保新总统希望加强对华合作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菲律宾央行日前
发布新规定，要求金融服务行业强化反洗钱、反影子
银行和反恐怖活动融资举措。

据该行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副行长奈斯特介绍，菲
律宾央行要求全国涉及汇款业务的 18000 多家金融机
构主动向政府特定部门登记，政府会根据登记信息尤
其是业务规模对其汇款服务详细分类，根据不同类型
业务制定最低保证金标准，同时规定了金融机构出售
外汇的上限，要求相关监管部门要与时俱进制定监管
新举措。

菲律宾对金融机构出售外汇设限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去年 12 月
份新房开工量年化值为 122.6 万套，市场预期为 118.5
万套，环比飙升 11.3%，市场预期为环比上升 9%。美
国去年 11 月份新房开工量年化值由 109 万套上修为
110.2万套。

数据显示，美国去年 12 月份反映未来行业走势的
新房建筑许可证发放量，经季节性调整后，年化值为
121 万套，市场预期为 122.5 万套，环比下降 0.2%。美
国去年 12 月份新房开工量大幅上升，将对美国 2016 年
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美国新房开工环比飙升11.3%

荷兰日前迎来一年一度的国家郁金香日。荷兰郁

金香种植者把阿姆斯特丹市的达姆广场改造成色彩斑

斓的巨型花园，约 20 万株郁金香在花园中绽放。娇艳欲

滴的郁金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图为一名小女

孩在广场上采摘郁金香。
新华社发（西尔维亚·莱德尔摄）

荷兰郁金香采摘吸引游客

本版编辑 禹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