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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召开的欧

洲央行货币政策例会上，欧洲央行行长德

拉吉表态谨慎，宣布将维持关键利率与资

产购买计划不变。尽管在本次例会召开前

夕，市场对欧洲央行出台重大调整措施的

预期较低，但也有当地业界人士分析认为，

欧洲央行于今年底至明年初退出量宽政策

的可能性正不断上升。

在本次会议上，欧洲央行对退出“量

宽”的可能性表态依然谨慎，显现出“鸽派”

主张仍然在欧洲央行理事会内部占据了上

风，最终的货币政策声明中亦保留了“必要

时扩大资产购买计划规模与持续时间”的

表述。显而易见，在经历过欧债危机爆发

期间因加息过快导致连锁反应后，欧洲央

行当前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更加审慎。

在这种审慎情绪下，欧洲央行还微调

了欧元区的通胀预期。考虑到近期能源价

格与食品价格走低，欧洲央行将 2017 年、

2018 年和 2019 年的通胀预期分别下调至

1.5%、1.3%和 1.6%。不过，德拉吉认为欧元

区通胀的趋势未发生变化。

耐人寻味的是，本次例会上的一个细

节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即欧洲央行对前

瞻性指引内容作出了部分调整，在最终的

货币政策声明中删除了“在必要条件下或

进一步降息”的表述。虽然德拉吉在会后

否认这一细节变化仅是出于对欧元区消除

通 缩 风 险 的 回 应 ，并 非 退 出 量 宽 的“ 信

号”。有分析认为，这一变化或许是来自于

德国的不断施压。

如同今年 3 月份一样，德国持续在货

币政策例会前向欧洲央行施加压力。针对

欧洲央行负债资产规模已经超过美联

储，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期接受采访时表

示，外界总是将德国看作欧元区中的“受

益者”，但德国高额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亦

源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合理，默克

尔希望欧洲央行尽快考虑政策转向，以

便维护欧元区的统一与向心力。

此外，让欧洲央行承压的还有欧洲

当前的政治经济态势。外界此前曾预

测，欧元区 2017 年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政治不确定性，但随

着荷兰与法国大选结束，“建制派”在欧

洲大选年中已经拿下了两场关键性战

役，欧盟一体化进程面临的政治风险已

明显下降。从欧元区成员国整体经济表现

看，此前增长乏力的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已

经出现持续加速复苏迹象。根据欧盟统计

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欧元区一季度 GDP 较

去年增长了 1.9%，预计今年增长 1.9%，较

此前预估值提升了 0.1个百分点。

不过，尽管欧洲当前的政经大环境表

现高于预期，欧洲央行出手审慎，决定让

“量宽”再撑一阵，并非毫无理由。首先，欧

元区近年来虽然着力降低了失业率，在过

去 3 年半新增了约 500 万个就业岗位，但实

际工资水平依然未见走强，表明相当一部

分的“新增就业”真实质量仍待商榷。其

次，经济增长依然存在“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的风险。虽然欧元区经济已经开始增

长，但始终未能真正跳出“弱复苏”的泥潭，

年均增长表现正面临着“瓶颈期”的考验。

最后，政经不确定性犹存。一方面，下半年

德国等国大选仍然面临着各方政治势力的

博弈，另一方面，南欧国家的银行业坏账爆

发风险尚未平息，欧元区金融体系依然面

临考验。

欧洲央行想让“量宽”再撑一阵
陈 博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当
地时间 6 月 11 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
一轮投票拉开序幕。据初步统计，新任
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运动获
得约 32%的选票，在参选党派中位列第
一，未来或将在国民议会 577个席位中占
据 400 个至 440 个席位。这一“压倒性”
胜利将使马克龙在上台初期的政治布局
中“再胜一筹”，也将为其未来的改革计
划奠定坚实基础。

据分析认为，随着马克龙在国民议
会中的力量逐步稳固，法国新政府将进
一步平抑不同政治理念政党对改革进程
的干扰，凝聚各方力量，攻破困扰法国多
年的诸如“劳动法案改革”“削减财政赤

字”“反恐立法”等经济社会领域“顽疾”。
日前，马克龙决定将在 2018 年 1 月

份执行的所得税代扣代缴政策推迟至
2019 年 1 月份实施。有法国媒体评论：

“为确保改革效果及获得多数民众支持，
马克龙在税收调整方面始终持谨慎态
度 ，并 将 采 取 稳 步 过 渡 的 方 式 逐 步 展
开。未来，随着立法选举的结束，新政府
政治力量逐渐稳定，新总统的‘改革设
想’也将逐步推行。”

在税务改革方面，马克龙曾在总统
竞选纲领中提出将普遍社会保险捐税

（CSG）提升 1.7%到 7.9%至 9.9%之间，并
以此平衡未来因减少职工和雇主社会分
摊金造成的财政收入空缺。在法国，普

遍社会保险捐税是社保资金的主要来源
之一，以代缴方式从居民收入项目中直
接扣除，但基本的家庭补助金或就业团
结补助（RSA）等则可免除缴纳。

法国媒体评论认为，马克龙的税收
改革计划整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免
除私营企业员工在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方面的社会分摊金，增加员工的基本收
入，提高其购买力；二是通过提升普遍社
会保险捐税弥补社会分摊金减少的部
分，以保持整体财政收入平衡。这两大
部分的改革凸显马克龙希望调整普遍社
会保险税率，改变此前社保资金过度依
赖民众工资收入的现状，扩大征收基础，
公平分摊赋税。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美国中
国总商会与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日前在
纽约联合发布了《2017 在美中资企业年度
商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美中资企业
营业额持续平稳增长，对美国商业环境预
期持续乐观，对美国政策体系的理解不断
加深，在美国投资愈发务实，更加注重开发
市场、吸收管理经验并雇佣当地员工。在美
中 资 系 企 业 对 中 美 关 系 发 展 前 景 深 表
乐观。

报告显示，过去的几年里，中资企业在
美经营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尤其在过去

4 年里，每年都有半数以上受访企业在美
运营收入实现增长，其中 24%受访企业在
2016 年实现了营业额 20%以上的增长；
87%受访企业在 2016 年维持或提升了企
业利润率；40%受访企业市场份额实现增
长；61%受访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有所增
长。这表明在美中资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报告指出，在美中资企业逐渐深入理
解、适应美国的商业环境，相当多的企业认
为其融资环境正在进一步改善，但仍有高
达 35%的受访企业认为美国政府在政策执
行过程中存在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监管执法

行为。受访企业普遍对在美经营保持积
极乐观的预期；有 87%中资企业选择将
在美投资所得利润全部或主要用于美国
市场再投资。

报告指出，中资企业在美投资快速
增长是最新呈现出的一大特点。考虑到
美国市场的规模，受访中资企业普遍表
示会继续拓展自身在美国的经营。86%
受访中资企业预计自身在美运营收入未
来 3 年到 5 年内会持续增长，同时近半
数企业表示会在 2017 年增加对美国市
场的投资。此外，71%受访中资企业计
划进一步增加雇员数量以适应自身投资
经营活动的拓展。有 60%的受访企业
认为美国市场在总公司全球战略排名中
位居前三，有 94%受访企业认为持续创
新对在美经营至关重要。

调查显示，对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期
间的监管政策与商业环境变化，受访中
资企业普遍较为关注，并且有着不同的

看法。不过，这些压力因素并不足以使中
资企业大幅改变目前的投资计划与战略。
超过半数受访中资企业认为美国政府将会
加大对外资企业在美经营的监管力度，
63%受访企业认为中国企业在美并购交易
将会受到更加频繁且严格的审查。然而，
83%的受访企业计划维持目前的投资战
略。如上所述，中资企业致力于在美长期
投资的战略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因政治环境
变化而产生的短期商业计划波动。

报告指出，受访中资企业对特朗普政
府两项可能的政策议程较为关注：47%受
访企业认为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
税可能会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更多挑战；
35%受访企业认为“购买美国货”和“雇佣
美国人”两大准则将会对其在美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在美中资企业对特
朗普政府的两项潜在政策变化普遍表示欢
迎，即：降低企业所得税率以及增加基础建
设投资。

美国中国总商会及基金会联合发布调查报告显示

在美中资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客户关系已经取代了产品价格，成为中资企业在美发展最为

普遍的竞争优势。商业营销重心从价格到客户关系的转变说明，越来越多的中资

企业已从之前生产低廉产品模式中走出来，开始着重生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

的产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日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与多家商业
银行签署协议，支持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
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生产中减少环境
污染、改善食品安全，并扩大高品质牛奶在中
国的供应。这是亚行第二次向中国提供以人
民币计价的补充贷款，也是亚行首次在中国
农业部门开展本币商业联合融资。

本次项目融资金额约为 1.25 亿等值美
元，用于帮助中国第四大奶牛养殖公司赛科
星投资尖端技术，改进乳品业的奶牛场管理，
并建设至少 4 个新牧场，预计饲养 2 万头
奶牛。

亚行支持中国乳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鸿涛报道：《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
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BEPS）
日前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签
署，包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
在内的 67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该《公
约》。《公约》共设七章 39 条，是首份在全球范围内协调
跨境投资所得税收政策的多边法律文件，实现了国际
税收合作的多重目标。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代
表中国政府签署《公约》。

据悉，《公约》是 2013 年 9 月份 G20 领导人在圣彼
得堡峰会上决定起草的，委托经合组织负责牵头推进，
并在随后的历次 G20 峰会中对国际税收合作计划作
了调整和再确认。2015 年，中国在经合组织成立的

《公约》起草工作组中担任第一副主席国，积极参与《公
约》的研究制定工作，并与其他 100多个国家开展了为
期一年的集体谈判与磋商，为《公约》的制定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中国签署《BEPS 多边公约》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全球著名传播集团
WPP 和英国市场调研机构凯度华通明略日前在伦敦
发布的“2017 年 BrandZ 最具价值全球品牌 100 强”排
名显示，品牌价值位居前 5 位的均为科技巨头，分别为
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脸书。

今年在排行榜上颇为瞩目的还有中国腾讯，排名
第 8 位，其社交平台微信的用户量持续上升，品牌价值
增长了 27%，达到 1083 亿美元，排名首次进入前十
位。按品牌价值的百分比增长计算，阿迪达斯上升速
度最快，增长了 58%至 83 亿美元，其次是中国优质酒
类品牌茅台，增长了 48%至 170亿美元。

今年，全球百强品牌的品牌总价值增长了 8％，达
到 3.64 万亿美元，而且品牌价值超过 1000 亿美元的
品牌数量从 6 个增至 9 个。在该排名中，创新型技术
品牌逐渐增多，这些品牌不仅享有庞大消费者群体和
优质品牌建设能力，而且均以消费者为中心。百强品
牌的总价值与 2006 年首次发布该排名时相比增长了
152％。今年 BrandZ 排名前十的品牌总价值几乎与
2006年的 100强总价值相等，增长率为 249％。

榜单证明，强势品牌继续领先其竞争对手。对照
过去 12 年的关键基准指标，BrandZ 品牌 100 强股票
组合的增值幅度高出标普 500指数 50％以上。

零售业是价值增长最快的品牌类别，在过去 12 个
月中价值增长了 14%。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
品牌与许多本地互联网公司一样，继续加强实体店销
售渠道，推动零售业的增长。总体而言，纯在线零售商
的价值自 2006 年以来增长了 388％，传统零售商由于
需要更多时间来新增在线购买渠道，因此价值下降了
23％。技术类品牌价值增长了 13％，快餐业今年的价
值增长率排名第三，增长了 7％，因为其主要品牌推出
了生鲜食品和超值菜单，并对客户接触点开展了创新，
提升了品牌体验。

2017 全 球 品 牌 百 强 榜 单 揭 晓
腾讯首次进入前十位

“第十一届大韩民国汉语演讲大赛”日前在韩国首尔大学举行。此次比赛由中韩学术

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韩国外交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等多家单位协

办，旨在进一步推广汉语学习，增进两国民间友谊。图为少儿组参赛选手正在声情并茂地

演讲。 本报记者 白云飞摄
韩国举办汉语演讲赛

马克龙在立法选举中再胜一筹
未来将逐步展开税收改革

本版编辑 徐 胥

据新华社电 只有一层原子厚的二维材
料家族再添新成员：美国科学家在新一期《自
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用三碘化铬首次制出
一种二维磁体。

二维磁体是只有一层原子还能保有磁性
的材料。自2004年发现石墨烯以来，人们已经
制造出多种二维材料，但二维磁体一直缺位，
物理学家甚至不确定这类材料是否存在。此前
有科学家制出超薄磁性晶体材料，但也要多层
叠在一起才有磁性，单原子层没有磁性。

三碘化铬是一种永磁体，其晶体结构是
层叠状的，适合用胶带反复撕拉变得更薄。
人们最早制备出石墨烯就是用这种简单方
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华盛顿大学的科学
家用胶带将三碘化铬晶体撕出单层和多层的
碎片，发现在零下 228 摄氏度以下环境中，单
个原子厚的三碘化铬材料具有永磁体特性。

让人意外的是，在单层三碘化铬上添加
一层，其磁性会消失；添加第三层后，磁性重
新出现。四层结构除了有磁性，还具有一些
其他特性，尚待具体研究。研究小组计划研
究三碘化铬相关化合物，寻找其他二维磁
体。他们还希望将二维磁体与超导材料结
合，研究混合材料的磁性和导电性。

美科学家首次制出二维磁体

新华社东京电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和欧盟
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已进入最后磋商阶段，双方有望
于 7 月在德国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基本
协议。

日欧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始于 2013 年，涉及关税、
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交易规则等 27 个领域。双方已在
企业管理和竞争政策等多个领域达成妥协，目前谈判
焦点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

报道说，日本在农业领域作出多大程度的让步，欧
盟则会相应地对日本工业产品开放市场。日本方面要
求，欧盟在协定生效时或生效数年后废除包括 10％的
汽车关税和最高达 14％的电器关税在内的工业产品
关税。欧盟表现出靠拢的姿态，如果双方在农产品谈
判上取得突破，则各项谈判很可能迅速取得进展。欧
盟希望在正式启动英国“脱欧”谈判前与日本达成基本
协议。

日欧经济伙伴协定一旦谈成，区域内进出口贸易
总额预计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30％以上。

日本和欧盟有望达成经济伙伴协定

欧洲央行对退出“量宽”的可能性表态依然谨慎，显现出“鸽派”主

张仍然在欧洲央行理事会内部占据了上风。在经历过欧债危机爆发期

间因加息过快导致连锁反应后，欧洲央行当前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更加

审慎

新华社伦敦电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10 日在与德
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时表示，英方将如期在本月 19 日
开始与欧盟的“脱欧”谈判。

特雷莎·梅在电话中告诉默克尔，针对如何对待生
活在英国的欧盟公民与生活在欧盟国家的英国公民一
事，英方将尽早寻求与欧盟达成一份互惠协议。默克
尔则在电话中祝贺特雷莎·梅连任首相。

英国确认将如期开始“脱欧”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