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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23日晚，法国2017年总
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据初步统计
结果显示，两周来民调始终领先的“非左非
右”的“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与极右翼
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分别以约 24%与约
21.5%的得票率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共
和党候选人菲永与极左翼“不屈法国”候选
人梅朗雄得票率趋同，但均未超过 20%。
马克龙在初选中领先使得市场避险情绪显
著降温，现货黄金低开近20美元，欧元大涨
200余点。投票结果与民调预期相近也使
得此前金融市场的担忧情绪恢复平稳。

法国宪法规定，法国总统由普选产生，
采用多数两轮投票制。在第一轮投票中如
无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得票居前的两名候
选人将进入第二轮角逐。本次选举共有
11 名候选人参加角逐，约 4700 万法国人
获得投票资格。此次选举为法国首次在紧
急状态下举行的总统选举，而且在初选的

前三天刚刚发生了针对警察的恐怖袭击事
件。为确保投票站的安全及投票平稳顺
利，法国政府在全法境内部署了约 5 万名
警察、近 7000 名宪兵，各候选人的竞选现
场也加大了安保力度。

初步统计结果公布后，马克龙在竞选
集会上表示，如果在第二轮中取胜，他将力
促“重建欧洲”，将为法国和欧洲带来“希望
之声”。在谈到未来的竞选策略时，马克龙
表示他将吸纳“新面孔”，迅速组建新的“多
数力量”，并打破 30 年来无力解决的各种
结构性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向马克
龙表示祝贺，并希望马克龙在二轮选举中
获胜。勒庞当晚也在其位于法国北部阿南
博蒙的竞选本部表示：“一场伟大的政治辩
论即将发生，法国民众必须抓住这个机
会。”初选结果公布后，包括总统奥朗德、总
理卡泽纳夫、前总理瓦尔斯及候选人菲永、
阿蒙等多位政党大佬均在第一时间表示了
对马克龙的支持，并号召选民在第二轮选
举中积极为马克龙投票，以期火速组建“共
和联盟”共同阻击国民阵线。

根据选前表态，两名候选人在经济政

策方面具有明显区别。马克龙主张通过
欧盟层面积极化解全球化所面临的危
机，提议为欧元区设立一笔总预算，用于
共同投资、帮助遭遇困难的地区及应对
危机。同时，还应创立欧元区总财长职
位，以确定成员国在改革方面的优先行
动并为此提供帮助，以使各成员国在10
年内达到税务、劳资及能源方面趋同。
马克龙还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赞成欧
盟早前与加拿大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

《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勒庞则带有鲜
明的保护主义色彩，她曾表示在其当选
后将举行“脱欧”公投，还提议退出欧元
区，并废除欧元，采用估值更低的新法
郎，增强法国在对外出口的竞争力，并使
现有债务转用新货币计价。

有法专家表示，两名候选人支持率
长期相近，反映出民众在相关领域问题
上的分歧态度，未来也将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使市场持续承压，初选结果呈现出
的特点将对法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反建
制”趋势增强。此次马克龙与勒庞的胜
出为法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两名非体制内

候选人，反映出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不满，认
为传统两党应为当前法国艰难现状负责。
二是民粹势力影响做实。无论未来极右势
力能否最终获胜，勒庞与梅朗雄在本次竞
选中的高支持率显示出民粹主义思想在民
众中已形成影响力，这将对法国未来政治
生态产生长久且深远的影响。三是全球化
与保守主义持续博弈。马克龙支持全球
化，是经济自由主义及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勒庞则因强调反对贸易保护协定、捍卫法
企利益而带有鲜明“保护主义”标签，两人
在第二轮的最终对决也将成为某种意义上
全球化与保护主义间的博弈。

有民众在初选结果出炉后对记者表
示：“无论未来谁能最终胜利，我们都希望
新的领导者能有效解决关乎法国民众的切
身问题，如失业率、社会保障及收入等。”近
期，法国经济逐步回暖，但复苏势头仍然孱
弱。在经历此次大选洗牌后，如何保持当
前经济复苏势头、有效实行经济结构性改
革、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等高难度“试
题”仍将在未来考验着新任领导者的政治
智慧与改革勇气。

马克龙与勒庞进入大选“决赛”

法国面临改革还是保守抉择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已完成
全年额度的 17%，比去年前 3 个月高了 3
个百分点。”4 月 21 日，印尼国家税务总局
局长肯在向媒体介绍 2017 年第一季度征
税情况时表示，“政府对完成今年征税指标
总体上是有信心的”。他认为，《税务特赦
法案》的推出和执行，扩大了纳税者的覆盖
面、规范了收入税和财产税的管理机制，至
少增加了 10%的合法纳税者，这是印尼税
务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

说起 《税务特赦法案》，笔者依然记
得：4 月 1 日凌晨，印尼财政部长斯莉成
为佐科内阁第一个在半夜召开媒体吹风会
的部长，地点则是雅加达税务总局人流涌
动的办事大厅。由于 3 月 31 日是印尼

《税务特赦法案》 规定的申报隐匿财产和
补缴相应税款最后期限，全国各税务部门

的办事大厅都挤满了“赶末班车”的公司
代表或个人。因为下班前仍不能处理完所
有申报，财政部临时决定全国各征税点当
天延迟下班至午夜12点，就连平时下午3
点关门的银行系统也破例营业至当晚 9
点。据印尼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海斯
图介绍，“截至 3 月 30 日，申报总额高达
3600 亿美元，占印尼国民生产总值近四
成；这最后 3 天里申报者数量达到了峰
值，仅 3 月 31 日上午，新增申报额即达
到96亿美元”。

印尼征税完成率长期低于国际平均水
平 ， 2016 年 更 是 跌 至 83.3% 的 历 史 低
位。据印尼经济统筹部数据，印尼 1.85
亿成年人口中，有 4400 万人达到缴税标
准，但仅有 2800 万人有缴税账户，其中
又仅有 1100 万人实际履行了缴税义务。

为此，总统佐科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解
决征税难问题，专门设计并推出了这一
税务特赦计划，重点吸引公民隐匿的财
产尤其是隐匿在海外的资产于规定时间
内以补缴税款形式合法化。据财政部官
员介绍，在该计划内近 90 万人申报了
财产，前总统苏哈托的儿子胡托莫、巴
克利集团的老总阿布力扎等“大富豪”
均在计划实施初期申报了财产。另据印
尼储蓄保险总公司数据，通过该税务特
赦计划，印尼 2017 年财政有望实现增
收9%至10%。

“我虽然赶上了‘申报末班车’，但现
在很后悔没早点申报，本来可以省下不
少钱。”不过，这位叫丽阿娜的银行高管
还是幸运的，“针对逃税者，接下来不是
补缴和多缴税款的问题，而是面临极为

严厉的处罚”。例如，为达到 2017 年征税
额目标，雅加达税务署推出了四项措施，包
括实行财政户籍制、强化针对逃税的执法、
将营业许可年审与缴税情况挂钩、优化税
务信息管理。同时，该机构还与亚洲开发
银行合作，拟于2018年年中以前建成雅加
达地区房产数据库，将之作为财政户籍的
基础信息之一，用于优化房产税征缴决
策。为此，该机构新增 60 名人力，与国家
清除腐败委员会合作，专司罚没偷税者财
产事宜。

值得关注的是，知名评级机构穆迪上
周对印尼征税绩效的改善给予了积极评
价，认为“目前印尼主权信用评级仍为
Baa3，虽只比垃圾级高一档，但征税体系
的强花将增加财政政策运用空间，有助印
尼主权信用评级的提升”。

规范税收管理机制 财政有望实现增收

印尼税务特赦计划成效初显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
日前，从西安开出的载有 41 车集装箱中
欧班列顺利抵达终点站——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自由港，标志着西安至布达佩斯
的中欧班列正式开行。

匈牙利国家经济部负责海关与国际
事务的副国务秘书莫尔纳·陶马什表示，
中欧班列的抵达意味着古丝绸之路的恢
复，同时也是对匈牙利和匈牙利企业的承
认。匈牙利企业再次证明了它们处于欧
洲前列，因为人们选择在匈牙利办理货物
清关。匈牙利企业和中国企业合作，使匈

牙利正成为中国商品在欧洲的物流配送
中心之一。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表示，“一
带一路”正显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中
国是匈牙利在欧盟以外的最大贸易伙
伴，2016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 90 亿美
元。此次中欧班列顺利抵达，意味着匈
牙利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贸易的
桥头堡和中转站作用更加明显。匈牙利
拥有地理位置优势，现在从欧洲南部海
运加铁路运输，从欧洲北部的铁路运
输，都有中国货物抵达匈牙利的路线开

通。目前，中匈双方正在商谈航空包机
运输事宜，未来将形成中国货物到匈牙
利的海陆空立体运输模式，这将大大加
强两国的贸易往来。

据介绍，首趟中欧班列从西安驶出
后，从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
洛伐克、匈牙利 7 个国家，全程共 9300 公
里，运行时间为 20 天。为实现中欧班列
可持续、常态化运营，有关方面正准备在
匈牙利设立货物分拨基地，主要辐射斯洛
伐克、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区域。

布达佩斯迎来首趟中欧班列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
报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
前刊发文章，积极评价中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创新发展
方面的最新成就。文章表示，
当前美国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
问题上退步，中国政府正在以
更为负责任的态度和举措，担
负起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
之责。

文章指出，在美国特朗普
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逐步退
步的情况下，曾经有很多人担
忧中国政府也会出现类似的让
步。但事实表明，近年来中国
政府对气候变化危害的重视程
度空前提升。针对近年来中国
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北部地
区干旱、南部地区洪水和大城
市雾霾问题，中国政府开始从
更宏观层面意识到了气候变化
对居民生活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是对于中
国河流、食品供给和基础设施
的影响。

在国际层面，中国正在承
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在 2015
年巴黎气变大会上，正是中国
政府的积极努力促成了各方最
终达成共识。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的讲话向国际社会重申了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期，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
别代表解振华也再次表示，中国未来有能力承担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责任。中国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
化的举动赢得了国际赞许。

在国内层面，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实现经济转
型，期待未来中国经济更少依赖于制造业产业，尤其是
减少对于高污染、高能耗、高投资产业的依赖。

积极推进各类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变国内政策
的核心。相关减排行动在煤炭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一政策努力不仅能够清洁空气，同时能降低碳排放
量。当前，煤炭发电占全国发电总量的 70%，但这一
状况将在未来发生巨大变化。2016 年中国煤炭消费
下降了 4.7%，实现了连续 3 年下降。很多专家认为，
中国煤炭用量的峰值已经在2013年出现。各方预计，
201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绿色能源技术的
投资，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上述技术。日前，中国政府
计划到 2020 年向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发电领域投
资3600亿美元，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水电和核能发
电。这一投资预计将创造 1300 万就业机会。这也意
味着到 2020 年中国一半的新增发电产能将来自可再
生能源或者核能。

此外，中国政府积极利用其他途径削减温室气体
排放和控制空气污染。中国将在今年启动全国性碳排
放交易机制，并且将逐步引进碳税，通过经济手段调节
重工业企业的排放模式。

杂志同时刊发文章，积极评价中国绿色创新产业
的最新代表——共享单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文章指
出，中国共享单车相比伦敦和巴黎等西方国家的做法
更为便捷。消费者取车和还车不再局限于特定地点，
同时消费模式也更为便捷。这一绿色创新产业的发展
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未来有助于降低居民对于汽
车的依赖度，将促进大城市环境改善。当前，部分共享
单车企业已经开始在美国等海外市场拓展业务。比
如，小蓝单车正在美国加州试水，ofo 共享单车和摩拜
公司也在新加坡和美国加州等地拓展业务。

系列文章通过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变问题上国内、
国际市场的共同努力，认为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放弃此
前的气变承诺，更通过一系列创新、务实举措展现了负
责任大国形象。

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刊文表示

—
—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温哥华举行乐高积木展

4月22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人们在乐高积木展上
欣赏乐高积木作品。

当日，第二届 BrickCan 乐高积木展在温哥华开
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乐高积木专家在为期两天的活动
中展出超过1000件最新的乐高积木作品。

梁 森摄（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江宇娟 高
攀） 世界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3 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以加深
双方未来合作。

世行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备忘
录将为双方在开发融资、人员交流等双方
共同关心的领域提供合作框架，为双方在
地区以及国家层面的协调合作打下基础。

世行行长金墉在声明中说，自亚投行
启动以来，世行就与亚投行开展了紧密合

作。他说，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对于调动
稀缺资源、吸引私营部门参与以及满足发
展需求来说至关重要。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同一声明中也
表示，签署这份备忘录符合亚投行奉行的
新型国际化理念，进一步深化了亚投行与
世行的合作关系。他说，双方通过合作有
望在亚洲地区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去年 4 月，世行与亚投行签署了首份
联合融资框架协议。目前，世行与亚投行

在巴基斯坦、阿塞拜疆以及印度尼西亚等
国共开展了五个联合融资项目。此外，亚
投行还与世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
在缅甸有一个合作项目。

声明还说，世行与亚投行正在商讨今
明两年可以合作的联合融资项目。

22日，包括世行、亚投行等在内的多家
多边开发机构承诺增加联合融资项目，并鼓
励私营投资者参与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投
资，从而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包容增长。

世行与亚投行签署备忘录加深合作

据新华社曼谷电 （记者汪瑾） 米
其林公司和泰国国家旅游局 21 日共同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米其林指南》将
正式进入泰国，首站选在曼谷，计划今年
下半年问世。

据悉，这本即将面世的《米其林指南
曼谷 2018》成为在全球发行的第 29 本

《米其林指南》。曼谷也将成为东南亚第
二个、亚洲第六个拥有《米其林指南》的
城市。

米其林亚太地区高管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继新加坡、中国上海和韩国首尔
之后，曼谷成为其“开发亚洲市场的又一
里程碑”。

1900 年，原本卖轮胎的米其林公
司为推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开始发行免
费旅游信息指南，其中“红色指南”介
绍酒店及餐厅数据，“绿色指南”提供
旅游信息。如今，介绍酒店及餐饮数据
的“红宝书”已成为一百多年来销量最
大、收录最全的全球一流餐馆、旅馆大
全年鉴。

《米其林指南》将登陆泰国

本报金边电 记者关晋勇报道:柬
埔寨政府财经部日前宣布，将对外债规
模实行总量控制，要求外债不能超过
GDP40%、出口总额的 1.5 倍、政府财政
收入的2.5倍。

截至2016年底，柬埔寨未偿还外债
占 GDP 总值的 22.5%、占出口总额的
31.6%、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38.2%。

柬埔寨财经部称，截至 2016 年，柬
埔寨政府外债累计 83.1 亿美元，主要用
于交通、水利、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建
设，占外债总额的86.6%。

在柬外债结构中，中国累计提供贷
款 36 亿美元，占柬外债总额的 43.32%，
是最大债权国；日本贷款近9亿美元，排
名第二；韩国贷款 5.1 亿美元，列第三
位。多边渠道的贷款主要有亚洲开发银
行贷款 20.01 亿美元，世界银行贷款
7.94亿美元。

柬埔寨拟对外债总量控制

本版编辑 徐 胥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首届非洲联盟—联
合国年度会议日前在纽约总部举行。古特雷斯秘书长
和非洲联盟委员会新任主席穆萨·法奇·马哈马特当天
签署了一项“非盟—联合国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
框架”。

首届非洲联盟—联合国年度会议讨论的问题包括
联合国“2030 年议程”与非盟“2063 年议程”之间的互
补性、打击恐怖主义、为非盟主导的维和行动提供资
金等。

古特雷斯还表示，非洲的 2063 年议程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间存在互补性。双方将致
力于促进这些共同目标的实现，改变非洲是一个充满
危机的大陆的看法，充分开掘非洲巨大的潜力，实现非
洲人民的期望。

联合国与非盟加强和平伙伴关系

日前，首趟从

西安至布达佩斯的

中欧班列顺利抵达

布达佩斯自由港。

此次满载的货物主

要以义乌小商品为

主 ，包 括 服 装 、面

料、小电器、玩具、

生活用品等。

本报记者
翟朝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