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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速放缓

深层问题待解

法国如何摆脱失业率高企魔咒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法国失业率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各项改革政策效果甚微。劳动力
专业技能缺失、经济竞争力下降和就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失业率高
近 30 年来，法国失业率始终处于高
位，尽管历届政府采取了多项积极的改革
政策，试图改变法国失业率高企的尴尬状
态，但始终效果甚微。
法国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与国际
劳工组织的相应标准对比显示，
法国失业
率已实现连续 3 年下降，但与 2017 年的
“快节奏”相比，2018 年法国就业市场创
造就业机会的速度明显放缓。具体而言，
2017 年每季度创造就业岗位为 5 万至 10
万个，2018 年前 3 季度平均每季度创造
就业岗位仅约 3 万个。如果当前的放缓
趋势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法国未来的就业
市场恐将重新面临失业率反弹与招聘困
难的棘手悖论。
在政策层面，
虽然政府降低劳动力成
本的相关改革措施曾对就业市场产生了

企的主要原因。法国需要增强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就业技能培训，促使
劳动力向更具发展与持续性的岗位流动。
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对劳动力市场运作的
结构性改革政策才是关乎能否最终有效
控制失业规模与失业率反弹趋势的关键，
相关改革政策效果显现需要较长周期，
且
可能产生短暂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
之
前法国政府强推的《库姆里法案》就是最
好的例证。在该法案施行的初期，
反对方
对短期劳动合作的法律保障与企业在雇
工方面社会对话权力的下放等也曾发出
颇多质疑，指责相关法案将激化社会矛
盾，并变相鼓励企业裁员，法国政府因此
承受了很大压力。同时，
法国失业率长年
高企也使法国政府在颁布相关改革政策

时面临更大的压力。自 1983 年以来，法
国城市失业率始终在 8.5%左右波动，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该数据曾一度
下降至 7%，但大部分时间仍处于欧洲高
位。从这一角度看，
法国也面临更多来自
欧洲方面的压力。
在劳动技能层面，
法国的失业率现状
还与求职者技能水平相关。据统计，目前
约有60%的失业者只有高中以下学历。经
合组织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对法国活跃
劳动人口技能的调查显示，
法国目前劳动
力平均技能仍处于较低水平，
如简单的阅
读与计算等。在劳动力技能与生产领域需

求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
法国高水平与
现代化生产力体系会对该低技能群体形成
挤压，
客观上也制约了就业率的提升。
在宏观经济层面，
法国经济竞争力的
逐步丧失也客观助长了失业率的高企。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在工业活动、
出口市场份额等多个关乎经济竞争力的
关键领域仍相对弱势。同时，
竞争力缺失
也成了当前法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进程中
面临的核心难题，
更是关乎高失业率能否
得到有效控制的重中之重。
对此，有多位法国经济学家建议，政
府最佳的改革政策选择不是降低对就业
的保障，而是逐步完善失业者的保障制
度。法国经济观察与研究中心主任埃马
努尔·杰苏雅认为，我们应彻底改变当前
的社会模式，
使就业市场保障体系能够更
加适应当前创新与技术变革的经济环境，
并通过增强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就业技
能培训等措施，
促使劳动力向更具发展与
持续性的岗位流动。

在葡萄牙感受
“中文热”

刚果（金）大幅上调矿产税率
本报讯 记者宋斌报道：刚果（金）
国家矿业部部长马丁·卡布维鲁卢日前
对外宣布，金属钴被列为国家战略资源，
并将针对境内钴矿开采企业征收 3.5%
的矿产税提高至 10%，其他贵金属如金
属锗等也一并提高同等税率。
据报道，今年 1 月份该国通过了矿
业法修改草案，旨在通过提高矿产税率、
调整各方利益分配等手段来增加国家财
政收入。
数据显示，除澳大利亚、古巴、新喀
里多尼亚、赞比亚和俄罗斯之外，刚果
（金）是全球最大的钴矿生产国。2017
年，该国钴矿产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二，
约
8.1 万吨。

近年来，葡萄牙
的“ 中 文 热 ”不 断 升
温。
目前，
在圣若昂—
达马德拉市、埃斯皮
尼奥市和埃斯塔雷雅
市中小学学习中文的
人 数 已 增 至 约 2200
人 ，中 文 已 成 为 这 3
座城市所有公立小学
三四年级学生的必修
课。
图为埃斯塔雷雅市
玛托小学的学生学习
中国的十二生肖。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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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梁希之 顾震球） 英国议
会下院 4 日通过一项决议，指责政府藐视议会，要求政府
立刻公布
“脱欧”协议的全部法律建议。
议会下院以 311 票支持、293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
一决议，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议会判定政府藐视议
会。随后下院又以 321 票对 299 票的结果赋予议会权
力，一旦首相特雷莎·梅的英国“脱欧”协议被议会否决，
议会将有权投票决定其他选择。
保守党议会下院领袖安德烈娅·利德索姆表示，
鉴于
议员的投票结果，英国政府将公布特雷莎·梅的英国“脱
欧”协议的全部法律建议。
应工党要求，
议会下院11月中旬表决通过一项具有约
束力的提案，
要求英国检察总长杰弗里·考克斯在政府提请
议会审议
“脱欧”协议时，
公开
“脱欧”协议的
“全部法律建
议”
。然而，
考克斯在本月3日向议会做陈述时仅公布了一
份43页的建议摘要，
此举立即招致工党等党派反对。
议会下院从 4 日起就英国“脱欧”协议开展为期 5
天、每天 8 小时的辩论，
并将于 11 日对其进行投票表决。
特雷莎·梅当天在议会发言时坚称，
她上周和欧盟达
成的“脱欧”协议是议会的唯一选择，呼吁议员团结一致
支持这一协议。她同时还驳斥了举行第二次
“脱欧”公投
的要求，
称二次公投将使英国的分裂局势恶化。
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表示，
首相
的脱欧协议“将使英国形势陷入恶化”。他要求特雷莎·
梅政府辞职，
并呼吁提前举行大选。
科尔宾表示，工党议员将在 11 日的投票中反对“脱
欧”协议，
迫使英国政府重新与欧盟进行谈判。

欧元区财长同意强化救助机制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记者沈忠浩） 欧元集团主
席森特诺 4 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元区 19 国财长同意强
化欧洲稳定机制的作用，以提高欧元区防范和解决危机
的能力。
欧洲稳定机制 2012 年生效，是欧盟在债务危机爆发
后设立的永久性救助机制，可救助欧洲问题银行和出现
危机的欧盟国家，
最高放贷规模 5000 亿欧元。
森特诺表示，欧元区财长同意欧洲稳定机制为欧元
区银行业单一清算基金提供贷款支持，并可能早于原定
的 2024 年付诸实施。但他同时强调，欧洲稳定机制是最
后的救助手段，
使用该机制需确保满足适当条件。
欧元集团 3 日至 4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例行会议，讨
论欧元区改革及成员国 2019 年预算，为下周召开的欧盟
峰会作准备。
森特诺指出，2019 年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预算赤字
预计都将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3％以内，为欧元区建
立以来首次。同时，
欧元区总体债务率有望继续下降。

法国总理宣布暂缓上调燃油税

欧委会出台战略愿景

欧洲欲走气候“中性之路”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欧盟委员
会近日通过了一项名为
“给所有人一个清
洁星球”的战略性长期愿景，提出到 2050
年将欧盟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现代、有竞
争力和气候中性的经济体。该愿景展示
了欧洲将如何通过投资现实可行的技术
解决方案，协调工业政策、融资等重点领
域行动，走上通往气候
“中性之路”
。
欧委会主管能源联盟的副主席马罗
什·谢夫乔维奇表示，过去几年，
欧洲展示
了如何在减排的同时，创造繁荣、高质的
本地就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欧洲需

英国议会下院就脱欧提出新要求

要继续推动这样的转型。
欧盟气候行动和能源委员麦古尔·卡
内特称，走向气候中性是可行的，符合欧
洲的利益，对实现《巴黎协定》下的长期温
控目标来说是必要的。欧盟将对在转型
中受到影响的人群给予支持。
根据欧洲理事会今年 3 月份提出的
要求，欧委会出台的气候中性愿景和《巴
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即在 2050 年前将
全球温升控制在 2℃以内，并继续努力争
取把升幅限定在 1.5℃内。
分析指出，欧委会这项长期战略的目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并非设定具体目标，而是创建一个愿
景，
从而激发各利益相关方、研究人员、企
业家和公民的潜力，
开发创新性的商业和
就业机会。
据悉，
该愿景所指出的通往气候中性
经济体之路，要求各经济体在以下 7 个战
略性领域采取联合行动，即能效、可再生
能源使用、清洁安全和互联交通、有竞争
力的工业和循环经济、基础设施和互联互
通、生物经济和天然碳汇，以碳捕集和储
存来解决存量排放。
为推进气候中性欧洲建设，
欧委会将

采取以下三方面举措。首先是政策研讨，
欧洲理事会相关部长们需就各自在政策
领域对整体愿景如何作出贡献开展广泛
的政策辩论。其次是邀请所有欧盟机构、
成员国议会、商业领域、非政府组织、城市
和社会以及公民参与其中，
以保证欧盟可
以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第三是要求欧盟
成员国在今年年底前向欧盟委员会提交
各自国家气候和能源方案草案。同时，
提
议更多地区、城市和商业协会起草各自的
2050 愿景，为欧洲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全
球挑战的欧洲方案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巴黎电 （记者韩冰 应强） 法国总理菲
利普宣布，法国政府将延期 6 个月上调燃油税，同时暂缓
实施统一柴油税和汽油税等措施。此外，法国政府今年
冬天将不会上调天然气和电力价格。
菲利普表示，
在暂缓上调燃油税期间，
法国政府将就
税收和公共开支等问题组织广泛讨论。
为应对气候变化，
法国政府今年已上调过燃油税，
并
计划从明年 1 月 1 日起继续上调燃油税。菲利普说，目
前法国是欧洲范围内税收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法国的
税收体系比较复杂，
应该让税收变得更加透明。
菲利普同时强调，
法国政府不接受针对治安部队、公
共建筑和商家的暴力行为。他说，暴力分子损坏的是法
国人民的财产，
这些暴力分子将会受到惩罚。
一些法国民众近日在巴黎街头抗议油价上涨，但这
一抗议活动被一些暴力分子蓄意利用。暴力分子借机在
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春天百货等知名景点或购物区实
施打砸抢，
造成多起暴力冲突。

打造现代农业示范核心区

中国苹果看烟台，烟台苹果看栖霞。位于胶 就苹果产业发展新蓝图。
东半岛腹地，地处北纬 37°苹果种植黄金地带的
建设“新模式新技术”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栖霞市，是烟台苹果优势主产区和核心区，近年 打造园区生态循环农业，开创绿色有机优质苹果
来相继获得“中国苹果之都”、“全国优质苹果生 品牌，这是栖霞积极响应新旧动能转换号召、扎
产基地”、“中国果菜无公害十强市”、CCTV“十 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乡村振兴的
大魅力农产品”和“全国现代苹果产业 10 强县 重要举措。2017 年 9 月，该产业园正式获批准创
（市） ”、“世界苹果之城”等荣誉称号。
建。栖霞规划在四年时间内投资 18 亿多元，按照
栖霞苹果，以其个大形正、色泽鲜艳、光洁 “两片四园”的空间布局以及“两基地两区”的功
度好、酸甜适中、香脆可口而著称。目前，全市 能定位，以宽行密植、起垄栽培、支架绑缚、纺
种植面积达到 100 多万亩，年总产量达到 22 亿多 锤整形的苹果现代化矮砧集约栽培模式，建设 7
公斤，被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荣获“全国 大类 25 个重点项目，共改造建设现代化果园 18.6
果菜产业十大国际知名地标品牌”，品牌价值位居 万亩，总占地面积 150.8 平方千米，涉及南北两
中国县域品牌榜首。在 2018 年的上合组织峰会期 片 6 个镇街区、179 个行政村、38886 户、108716
间，栖霞苹果以其优良的品质受到了各国参会者 人，主要发挥当地苹果产业优势，打造现代化苹
的高度称赞。如今，苹果已经成为栖霞的富民产 果种植管理技术及新品种研发推广示范引领区、
业和城市名片。
苹果全产业链生产要素集聚区以及一二三产业相
跨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栖霞市以推进农 互渗透、交叉重组的融合发展区。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推动苹果产业转
与传统单户生产的栽培、管理模式不同，栖
型升级、提高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以 霞新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采用政府引导、企业运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引领，按照“一年有 营的双重推进机制，由政府牵头成立山东果都现
起色、两年见成效、四年成体系”的要求和“两 代农业有限公司，下设多个项目公司具体实施产
片四园”的空间布局，全面推动农业科技与农村 业园建设，采取“公司+党组织+合作社+农户”
绿色发展新理念，打造现代农业示范核心区，绘 的机制运行。首批纳入产业园的 39 个村级党组织

组建了专业合作社，通
过选举选出合作社理事
长、监事长，负责合作
社土地流转及日常管理
工作。此外，栖霞还面
向全国招聘了 39 名年轻
项目经理分配到每个
村，通过无人机、割草
机、水肥一体化设施的
操作及大数据的应用，
从事果园的管理工作，
并在产业园管委和村民
又是一年苹果红
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使
分散经营的果农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机械化
经营。同时，积极创新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广大
果农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到合作社可实现二次分
红，拓展了收益渠道。
惟改革者进，惟革新者强。今后，栖霞将着
力构建产业优势突出、科学技术领先、产业链完
组织培
整、价值链提升的现代苹果产业体系和现代化苹 养 苹 果 苗 木
果种植管理技术、新品种研发推广的苹果生产先 高 新 企 业
—— 实 林 生
行区和示范区，推动全市果业上档升级。
物科技
栖霞苹果，明天会更红。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