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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周一上演“过山车”行情，高开之
后一路走低，其中科技股成为领跌先锋。
科技股大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消息称
英国将率先推出“数字服务税”，此消息一
出，亚马逊、脸书等公司股价均迅速下探。

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将对亚马逊、
脸书与谷歌等硅谷科技巨头在英国的征
税方式作出重大改变。英国财政大臣哈
蒙德表示，科技巨头在英国赚取了大量收
入，却没有按照比例缴税，这十分不公
平。因此，将对科技巨头在英国的数字服
务收入（如广告与流媒体收入）征收2%的
税款。如果国际间没有对“科技税”达成
共识的话，从2020年开始，英国每年将征
收4亿英镑的税款。据了解，该税种并不
是针对消费者的网络消费税，也并非针对
初创企业，将只针对全球收入超过5亿英
镑且盈利的科技巨头。作为2018年预算
的一部分，英国数字服务税将在2020年4

月份开始生效，这也意味着英国将成为首
个出台“数字服务税”的发达国家。

不仅是英国，欧洲多个国家也在研究
改变对科技巨头征税方式。日前，法国经
济财政部长勒梅尔在斯特拉斯堡出席欧
洲议会会议时，力挺欧委会此前所提对谷
歌、亚马逊及苹果等数字科技巨头征税法
案。目前，勒梅尔已将该法案列为“绝对
优先”级法案，并呼吁所有欧洲国家尽快
就这一征税议题达成一致，减少相关跨国
企业利用欧洲税收系统差异转移利润，给
欧洲大陆的税收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希望在欧盟层
面加快该征税法案落地，并通过加强同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合作寻求全

球化解决方案。此前，欧委会在法国提议
下曾于今年 3 月份提出对在欧公司所有
包含数字服务的营业额征收 3%税额，相
关税收将涉及约200家公司企业，可为欧
洲带来约50亿欧元的税收收入。勒梅尔
表示，希望能够推动欧盟在 2019 年年初
通过该税收法案的文本审议，但欧盟各方
目前就该法案还远未能达成共识。部分
北欧国家对此表示担心，认为欧盟对科技
巨头征税措施涉及众多美国跨国企业，将
招致美方的商业报复。同时，德国业界也
认为欧洲采取类似征税法案，将会招致美
方对欧洲企业的变相报复。

针对欧盟成员国的分歧，德国总理默
克尔与德国财长舒尔茨表示，希望对跨国

公司营业利润征收更加温和的全球最低
税，并将主要针对跨国数字科技巨头。舒
尔茨表示，应该规范相关企业在税收优惠
国家的行为，防止其利用避税天堂转移利
润。对此，勒梅尔在接受电视访谈中表示
同意德方的全球化观点，共同努力在税收
方面建立更加和谐的全球体系，但也不应
对相关国家与企业抱有幻想，仍须尽快推
动所有欧盟成员国通过对在欧数字巨头
的征税法案，法方未来也将就此加强与德
方协调，促其接受法国版方案。

有法国媒体指出，当前在欧洲范围
内，法国并不是唯一希望加速该项税法落
地的国家。西班牙目前正在积极施行“谷
歌税”，该税收适用于在全球范围内每年
营业额高于7.5亿欧元的公司。

“盯上”全球科技巨头的还不止这
些。据报道，韩国、印度等多个亚太国家
和地区也在研究新税事宜。同时，墨西
哥、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也在考虑新的税
收政策，旨在增加来自外国科技公司的税
收收入。显然，这对全球科技巨头来说并
不是好消息。

英国率先开征 防止利润转移

多国拟对数字科技巨头征税
本报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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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韩国造
船业持续不景气，但近
期却出现了向好发展势
头。海运运费上涨带动
了造船厂订单增加，促
使新造船只的价格开始
上浮，为造船业经营状
况的改善起到了不小推
动作用。图为韩国造船
厂正在建造船只。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摄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
道：法国智库法国战略局与法国工
业制造会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
示，法国企业当前投资规模在欧洲
范围内名列前茅，并主要集中在软
件与研发领域，但在生产方面有所
欠缺，对国内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
效果明显不足。

报告显示，1995 年至 2016 年
间，法国企业投资虽然明显高于其他
欧洲国家，但其对经济发展与生产力
增长的回报率与刺激效果明显不足，
特别是在当前法国贸易领域仍存巨
大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将给经济发展
带来深刻影响。

该报告显示，在制造业领域，法

国企业2016年的投资支出增加值占
比为 25.7%，超过德国同期的 19%，
仅落后于瑞典。具体而言，法国企业
在无形资产，如设计、创新等方面的
投资更多，软件与数据库领域投资的
增加值占比为4.5%至6%，其他欧洲
国家则不超过 3%。同时，在研发领
域的投资率也明显高于其他欧洲国
家，达到 10.7%。相对而言，法国在
机械制造与设备领域的投资较欧洲
其他国家相对较低，这也部分造成了
法国经济表现与生产力发展的持续
低迷，特别是相关企业的投资更多用
于生产机械与设备的替换，并非用于
生产工具的现代化更新。

报告认为，法国企业在无形资产

领域的高投资占比显示出企业侧重
发展软实力的策略选择。相比之下，
其他欧洲国家则更加注重制造业优
先的投资策略。对此，法国工业制造
会联合主席路易斯·加罗伊斯说：“法
国企业的投资侧重提升法国工业吸
引力，加剧了法国工业基础薄弱现
状，间接影响了法国就业岗位的增
长，并将对职业培训、国家税收等造
成连带冲击。”法国战略局秘书长吉
尔·德马尔格里指出，自法国政府于
2008 年公布研发税费抵免政策以
来，法国在研发领域投资持续活跃，
同期对生产领域的投资明显不足。
法国未来的公共刺激政策仍有待
改善。

法国战略局与工业制造会联合发布报告显示

法国企业生产投资不足

韩国造船业
景气回升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国际航协最新发布的

《未来20年航空客运预期报告》显示，按照目前的行业
发展趋势，2037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将成倍增长，达到
82亿人次，行业重心正加速东移。亚太地区将成为推
动需求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国际航协同时提醒，若更
多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航空运输业增长前景
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被削弱。

报告认为，未来20年，超半数的新增旅客将来自
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市场增长得益于经济稳健增长、
家庭收入提高和人口红利。2024年至2025年，中国
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航空市场。中国经济转型为
以消费主导后，将长期带动客运需求强劲增长。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日前，比利时卢
森堡中资企业协会（简称“比卢中企协”）在布鲁塞尔举
办投资研讨会。比利时布鲁塞尔、瓦隆及弗拉芒三个
大区投资署官员及中企代表与会，各方在会议期间就
促进中比投资经贸往来，增强互信互知，合作开创两国
更广阔合作前景举行了讨论。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经商处参赞郭建军表示，
2018年比卢中企协会员单位所有员工中，当地员工占
比为84%，中企为解决当地就业作出了显著贡献，促进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比卢中企协在会议期间公布的《2018年比利时中
资企业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比中资企业普遍看好比
利时的营商环境，但也面临着缴税负担较重、劳工成本
较高、不熟悉当地法律法规、不了解投资优惠政策等
问题。

比卢中企协会长何立勤表示，希望对话会能促进
会员企业对比利时投资环境的了解，也能让各大区
政府更好地了解中资企业的诉求，共同促进中比
合作。

瓦隆大区外贸与投资总署海外市场首席运营官康
蓬年介绍了比利时的区位、商业环境、劳动力等一系列
投资优势，并指出中国捍卫多边主义的立场、“一带一
路”倡议等都将为中国与瓦隆、比利时以及欧洲合作提
供广阔的空间。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2015 年3月份在比
利时正式注册，目前拥有22家会员企业，均为中国在
比利时与卢森堡投资的企业，会员涉及行业主要包括
国际贸易、交通运输、银行金融、工程技术服务、酒店业
和技术研发制造业等。

比卢中企协举办研讨会

中比投资合作前景广阔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
2018 澳大利亚十大杰出华人青年金合欢
奖颁奖典礼日前在悉尼大学大会堂举行，
10 名来自公共服务界、专业学术界、艺术
体育界和商界的优秀华人青年获奖。澳大
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发来贺信并派代
表出席颁奖典礼。

金合欢花是澳大利亚国花。金合欢奖
创始人、澳大利亚—中国青年商会主席甘
现科在致辞中说：“我们无论来自哪里，我
们都只有一个梦想：澳中两国世代友好。”

澳大利亚十大杰出华人青年金合欢奖
评选由澳大利亚—中国青年商会发起，得
到澳大利亚国会澳中友好委员会官方支
持，澳大利亚各州主要华人团体、专业机构
及媒体共同参与，是全澳非营利、非政治性
奖项，由各州各领域领军人物作为评委。
本届评选活动受到澳大利亚政府和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网络投票人数超过20万。

澳十大杰出华人青年揭晓
国际航协发布报告称

全球航空业重心加快东移

本版编辑 徐 胥

近日，德国经济部长阿特迈尔访
问土耳其，就两国经济合作问题与土
方深入交流。其中，由西门子承建、
德国政府资助的高铁项目成为各方
关注的焦点。

此次阿特迈尔访问土耳其引发
高度关注。近年来，德土两国关系
发展并不顺利。在叙利亚、移民、
欧土关系、扣押德国公民等问题上
两国分歧颇多。就在今年早些时候
双方还有过言辞颇为激烈的争论。
但有分析认为，此次阿特迈尔率德
经济界访问土耳其，显示出德国开
始调整对土耳其政策。而且，经济
合作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缓解的最佳
切入点。

一段时间以来，受美国制裁和国
际经济形势影响，土耳其国内经济面

临严重困境。土耳其货币里拉连续
大幅贬值，国内物价飞涨，形势异常
严峻。此间专家指出，土耳其目前急
需缓解其国内经济紧张局势。

尽管德国与土耳其之间在双边
关系问题上尚有诸多问题待解，但
一个经济和政治形势稳定的土耳其
对德国乃至欧盟具有重要意义。正
如阿特迈尔在行前接受德媒采访时
所称，土耳其在过去几年一直是稳
定增长的市场。德国不希望看到欧
洲的重要邻邦出现不安定和不稳定
局面。

德土两国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
渊源，德国企业在土耳其也有着巨大
商业利益。今年下半年来，土耳其经
济形势出现巨幅波动，已经引发德国
企业的忧虑。此次阿特迈尔访问土
耳其，希望能够通过加强德国与土耳
其之间的经贸合作，给予土耳其一定
支持，从而稳定该国经济形势，维护
德国企业在土利益。

阿特迈尔此次访土期间的一场
重头戏，便是与土耳其商谈西门子集
团参与承建土耳其高铁项目。据悉，
土耳其政府目前正在规划总投资额
高达 350 亿欧元的铁路现代化项
目。阿特迈尔表示，希望德土双方都
能够从该项目中获益。据了解，德国
政府对此项目高度重视，已在考虑以
出口担保或国家直接贷款方式对该
项目予以资金支持。

此前，西门子已在安卡拉与伊斯
坦布尔之间建成了土耳其首条高铁
线路，全长 500 公里，行驶时间为 4
个小时，最高可达 250 公里/小时。
但是，土耳其境内其他铁路路段老化
较为严重。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德有
意参与土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将会
成为深化德土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
抓手。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希望以
经贸合作为突破口，开启德国与土耳
其，乃至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的改善
进程。

缓解双边关系 保持形势稳定

高铁项目成德土经贸合作新契机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近期，全球规模领军的联合办公主题产业峰会
——全球联合办公峰会·中国（GCUC CHINA）青岛
站在青岛市市南区拉开帷幕。本次峰会由 GCUC
CHINA、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和青岛市市南区政府主
办，联合创业办公社（P2）承办，创联工场首席协办。
作为全球规模领军的联合办公主题产业峰会，此站
吸引了GCUC CHINA发起人、P2创始人郑健灵，创
联工场创始人冯希祥、纳什空间合伙人史志隽以及
国内联合办公领域影响力前十的半数品牌和设计、
地产等行业近50位大咖出席，共同探讨传统的工作
和生活方式，如何升级，如何优化，思考如何打造联
合办公+生活方式的创新模式。

首次落地青岛
吹响联合办公“青岛集结号”

GCUC全称为the Global Coworking Uncon-
ference Conference，意为全球联合办公峰会。此
次峰会以“Work Better, Work Smarter”为主题，
鼓励行业内外去探讨如何使联合办公与更多产业结
合，形成跨界联合，将眼光向工作以外的时间延伸，
引入更多深受年轻人欢迎的生活方式。

近两年来，随着以青岛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的
崛起，联合办公行业也在新一线城市兴起。此次，
GCUC 落地青岛，不仅仅是对联合办公行业优化和
升级的深度思考，更是吹响了联合办公“青岛集结
号”，为众多联合办公品牌打通了青岛地区的发展之
路，为其扩大市场，谋求更多优质内容和发展，找到
了新的出口。

创联工场自2008年起探索联合办公运营，已在

青岛、杭州、南京等近10个城市运营双创
基地和联合办公空间。创始人冯希祥认
为，此次峰会在青岛召开，这里营商环境
优越，能将其他城市的资源带到青岛，进
而吸引人才聚集青岛，关注青岛。

山东半岛创新孵化空间联盟
正式成立

青岛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及济南、
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东营等地的双创
基地、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
地共同发起成立了“山东半岛创新孵化空
间联盟”，以实现省内城市孵化平台的资

源共享。
未来，山东半岛联盟将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探

索孵化服务资源网络化和标准化机制，充分发挥和
利用联盟成员单位的特色和优质社会资源，提升联
盟成员单位的整体服务能力，让创业主体可充分利
用互联网时代，打破时间和空间界限进行创新创
业，开展互补性合作，为其创业活动降低成本，推
动山东省孵化器事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峰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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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联工场创始人冯希祥介绍联合办公的经验及特色

山东半岛创新孵化空间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