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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国税制发展审议委员会召
开会议，确定了 19 项税法修订案，并将
提交国会审议。总体上看，为普通民众
减轻税负负担、扶植中小企业，同时对富
人加大征税、对大财团严管征税成为此
次税法修订案的主要内容。

此次韩国税法修订案在个人税收方
面做出了调整：一是为民众大幅增加工
作退税津贴和（未成年）子女退税津贴，
总金额高达4.7兆韩元（约合285亿元人
民币），为现行标准的 2.7 倍。同时，领
取工作退税津贴的家庭将由去年的166
万户增至明年的 334 万户，领取子女退
税津贴的家庭将由106万户增至111万
户。二是降低 P2P 企业的预扣税，将税
率由 25%调整为 14%。三是将“青年优
待型住宅预购基金”的利息所得免除征
税。免征对象年龄为 15 岁至 34 岁、总
金额为 3000 万韩元以下的无房户。四
是对“官兵明日准备基金”的利息所得免
征关税。由于韩国成年男子在无特殊情

况下均须义务服行兵役，所以此项修订案
涉及面也较广。修订案规定官兵每月最多
可存入基金40万韩元，服兵役期间可享受
利息免征税待遇，但最多不得超过 24 个
月。五是针对一些项目提高或严管征税，
包括加征金融业衍生产品的资本利得税，
加强对海外账户监管并防止逃税，减少对

“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下设金融机构的免
税优惠政策，提高对捐款征税的标准等。

韩国税法修订案中对企业税收的调
整，一是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已划定了

“经济不景气地区”。若在此类地区创业，
创业企业可在5年内享受部分税务免征待
遇。二是在部分企业雇佣青年人为正式员
工的情况下（临时工除外），政府加大对企

业的补助并在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税收
优待。三是给予新技术产业征税优惠政
策，并将区块链、量子计算机等纳入优惠
范畴内。

从宏观角度来看，此次税法修订案
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韩国 10 年
来将首次出现税收收入负增长。据韩国
企划财政部测算，明年韩国政府税收将
大幅下跌，今后5年将有增有减。2019
年，韩国政府税收收入将减少 3.281兆
韩元。此后除 2021 年还会出现税收负
增长外，2020年、2022年、2023年税
收收入均将有所增加，但综合未来5年
税收收入来看，总额仍将减少 2.5343
兆韩元。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和中小企

业税收负担将减轻，但富人和大企业税收
负担将增加。其中，普通民众税收负担将
累计减少 2.8254 兆韩元，中小企业减少
3786 亿韩元。同时，富人将增加纳税
2223亿韩元，大企业将增加纳税 5659亿
韩元。

韩国国内有分析指出，此次税法修订
案目的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再分
配。当前，韩国社会贫富差距较大，中等收
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均感经济压力较大。
在企业层面，大企业仍处于韩国经济中的
绝对主导地位，中小企业面临发展瓶颈。
大企业的负债出现减少态势，但中小企业
的负债还在不断增加。此次税法修订案出
于现实考虑，增大了对普通民众和中小企
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对富人和大企业增加
了征税，尤其是对工作退税津贴和子女退
税津贴的支持力度之大，在韩国引起了高
度关注。

此次税法修订案与韩国现政府推行的
经济政策相辅相成。韩国现政府提出了

“以收入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口号，推进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临时工向正式工转换、
发展高新产业等一系列措施，并推动改善
民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缩小贫富差距 着眼长远发展

韩国修订税法为中小企业减负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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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中央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印尼二季度经济增速达
5.27%，较去年同期提高 0.26%，国民
生产总值为 3684 万亿印尼盾 （约合
2500 亿美元）。印尼中央统计局局长
苏哈里扬多表示，这一增长令人振
奋，创下佐科政府自 2014 年 10 月份
执政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增速。

数据显示，从产业方面看，支撑二季
度印尼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是第三产
业 ，其 总 体 增 速 和 利 润 率 分 别 高 达
9.22%和8.89%。在第二产业中，食品加
工、纺织、汽车制造等“印尼工业 4.0”规

划中的支柱产业贡献较大，助推非油气类
产品工业增速整体达到 0.84％。在第一
产业中，农、林、渔业表现稳中有进，增速达
0.64%。此外，建筑和交通两大领域分别
增长0.55%和0.35%。

从消费方面看，斋月和开斋节长假给
印尼带来了近两个月的“假日经济效应”，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前期准备工作也起
到很大推动作用。其中，家庭消费贡献最
大，占到半壁江山且增速高达5.14%，餐饮
住宿业更是表现抢眼。从地域方面看，爪
哇和苏门答腊两大岛屿仍占据印尼经济主
导地位，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58.6%和21.6%。
市场分析认为，二季度经济表现对

佐科总统谋求 2019 年大选连任形成利
好，但印尼经济增长要达到他2014年竞
选时承诺的 7%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今年以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已出
现一定幅度的贬值，国际收支赤字也有
继续扩大势头。印尼央行不得不从5月
份开始连续3次上调基准利率稳定金融
市场，但这进一步压抑了投资需求。例
如，二季度投资增速仅为5.87%，远低于
前三个季度7.43%的平均水平。印尼投
资协调委员会主席莱姆邦认为，投资者

观望情绪日益浓厚，主要还是对印尼盾没
有信心，所以，下半年投资表现主要看政府
能否稳定汇率和外汇储备。

为此，除了提高利率、强化监管等常
规汇率调控政策外，印尼政府新近专门出
台了“生物燃料二成混合计划”，即能源
结构尤其是交通行业燃料中的 20%份
额，将由印尼产能较高的棕榈生物燃料替
代，以此促进本地产能源消费，降低能源
进口依赖，节省外汇储备。据印尼政府测
算，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燃料生产国和出
口国，此举有望为印尼节省 20 亿美元的
外汇储备。

印尼财长斯莉认为，二季度经济表现
中，进口原材料和资本产品规模在扩大，银
行信用规模在扩大，大宗商品价格在回升，
建筑等基建行业发展在提速，国家单一窗
口网上许可投入应用也进一步改善了投资
环境，“种种迹象表明，投资反弹是具备基
本条件的，经济提速发展的形势是乐观
的。为此，政府对扩大公共投资的承诺不
变，将力求以此带动整体投资增速尽快重
回7%水平”。

与此同时，国际投资者对印尼经济提
速的预期也有加强迹象。国际评级机构穆
迪近日调高了对印尼银行系统的整体评
价，展望由“稳定”变为“积极”。中国银行
雅加达分行行长张朝阳表示，印尼投资环
境整体稳中向好，中行将努力为印尼经济
发展做贡献，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做贡献，

“我们特别向印尼各界推介人民币‘熊猫
债’，希望能为印尼经济发展特别是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新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产业消费贡献突出 投资环境稳中向好

印尼二季度经济增速达 5.27%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二季度印尼经济增速创新高，服务业和家庭消费发挥主导作用。图为雅加达北部

港口周边的路边摊夜市，这里是当地居民每天休闲纳凉的知名场所。 田 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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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8月14日电 美国劳工部 14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受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7月份美国农
产品出口价格创近7年来最大跌幅。

数据显示，7 月份美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指数环比下
跌5.3％，创2011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美国劳工部表
示，当月农产品出口价格下降主要受到大豆出口价格大
幅下降14.1％的影响。同时玉米、小麦、水果和干果出口
价格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与去年同期相比，7 月份美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指数
下降 2％，为过去一年来首次出现同比下跌。分析人士
指出，作为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回应，其他经济体
对美国农产品采取反制措施，造成美国农产品出口价格
下滑。

美国农业部上周公布的世界油料作物市场报告显
示，7 月份美国墨西哥湾出口的大豆平均离岸价为每吨
335 美元，较前一个月下跌 29 美元。相比之下，当月巴
西巴拉那瓜港口出口的大豆平均离岸价为每吨 393 美
元，较前一个月上涨7美元。

美国农产品出口价格下滑将令美国农场主收入减
少。美国政府上个月宣布将为在贸易争端中受损的美国
农场主提供高达 120亿美元的补贴，但遭到许多国会议
员、农业协会代表和农场主们的反对。他们表示“要市场
不要补贴”，敦促政府尽快结束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
争端。

受贸易争端影响

美7月份农产品出口价格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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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黄海顺报道：
经济学人智库（EIU）日前公布的全球宜
居指数排行榜显示，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首次取代此前曾7年夺冠的澳大利亚墨
尔本，获评“全球最宜居城市”。在对
140 个城市中心的年度调查中，这 2 座
大都市多年来一直名列前茅。今年，欧
洲恐袭威胁降低以及低犯罪率使得维也
纳成为世界第一。此外，在美世咨询公
司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上，维也纳
也连续9年蝉联榜首。维也纳的低犯罪
率、公共交通网络高度发达、文化场所及
活动众多成为今年维也纳摘取两榜桂冠
的主要原因。

维也纳经济发达，失业率低，治
安环境良好。同时，各项完善的城市
基础设施给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便
利。例如，每处住宅都配有取暖设
备，包括公交车、有轨电车和地铁。
高效发达的城市交通网络使人们无需
自行驾车出行，维也纳是私家车密度
最低的首都城市。

理想的居住条件也是维也纳生活质
量高的一大原因。在维也纳，租住公房
的人接近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公房建
设对市政府平抑房价、解决低收入人群
居住困难、维护社会稳定等都起到了关
键作用。近10年来，维也纳房价逐渐上
涨，但公房租金依旧适宜。

维也纳获评全球最宜居城市

维也纳作为中世纪欧洲最大的三座城市之一，至今仍保持着昔日显赫的地位。它以独有的人文艺术气息，被誉为“音乐之都”

“艺术之都”，每年吸引大量游客，成为全球旅游胜地。图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夜景。 黄海顺摄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二季度 GDP 较一季度环比增长
0.5%，较去年同期增长 2.0%，明显好于此前预期。受经
济形势稳定向好影响，德国就业继续保持稳定，二季度就
业总人口达到4480万人，同比增长1.4%。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德国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效果明显，居民消费增速保持了较强劲势头，成为其经济
保持较好增速的重要因素。专家分析认为，当前德国经
济形势稳中向好，处于稳定增长区间，主要得益于德国内
需增长相对稳定。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当前贸易争端对德国经济的负
面影响尚未全面体现。尽管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德国经
济的影响尚不明显，但分析人士担心今年下半年德国企
业面临来自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将会更加明显。专家认
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走向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也是德国
经济下半年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风险。但大部分专家认
为，德国经济仍有能力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下保
持相对稳定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对外贸易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支
柱，但当前的数据显示，德国国内经济也具有足够的活力
和较大潜力。特别是新一届联邦政府在拉动国内投资方
面的政策无疑将给德国经济带来新的积极预期。

德国经济二季度保持稳定增长
消费拉动效果明显

据新华社马尼拉电 菲律宾统计署日前发布最新数
据显示，菲 7 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5.7％，涨幅创五
年来新高。

菲统计署表示，与居民生活消费密切相关的食品和
非酒精饮料价格7月同比上涨7.1％，成为通胀率大涨的
主因。此外，在11个大类的商品和服务中，9类价格涨幅
均创新高。酒精饮料和烟草价格涨幅最高，为21.5％；交
通出行价格上涨7.9％；住房、水电、燃气和其他燃料价格
上涨5.6％。

2018 年以来菲通胀率居高不下，1 月为 3.4％，此后
一路上升，到6月已达5.2％。

菲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日前表示，总统杜特尔特近
期对通胀问题表示担忧，目前有关部门正商讨解决办法。

菲国家经济发展署、财政部和预算与管理部当天发
表联合声明说，政府经济管理团队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
主因是国内大米库存下降导致米价上涨。此外，燃油价格
上涨和部分不法商家操纵物价也加剧了通胀问题。政府
将采取提高农业产量、调整外贸政策等措施，争取在短期
内解决产品，特别是食品供应问题，将通胀控制在温和范
围内。

一些菲媒体认为，造成通胀率一路走高的另一重要
原因是 2017 年底通过的税改法案。根据法案，政府
2018年起扩大了增值税征收范围，并提高对燃料、汽车、
烟草以及含糖饮料等商品的消费税，引发国内部分商品
价格上涨。

菲央行此前曾表示，希望在2020年前将国内通胀率
控制在2％至4％的目标区间内。

菲 律 宾 7 月 份 通 胀 率 创 新 高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涨价为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