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8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法国国民议会日前审议了一项新的
税法提案，并投票通过了向谷歌、苹果等
数字科技巨头征收“数字税”法案。该草
案将提交参议院投票，如获通过，该法案
将作为正式税法予以实施，法国也将成
为正式开启“数字税”的先行者。

开辟“数字税”新道路

尽管屡遭美方强烈抗议与指责，但
在法国政府的强势推动下，法国国民议
会仍于 4月 8日投票通过了这项针对科
技巨头的“数字税”法案。这项被外界称
为“GAFA 法案”的税法主要是为了应
对以美国科技巨头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
企业在欧洲境内税基转移与侵蚀，法国
国民议会通过该税法，标志着法国将成
为强势引领“数字税”的先行者。

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说：“法国已在
‘数字税’领域开辟了道路，相信会有更
多国家响应。我们也正在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内积极推动数字税收的国际性法
规，在相应权威法规出台前，这项临时性
税收将确保法国税收利益不受侵犯。”

据了解，此次法国政府推动的“数字
税”征收范围将涉及在全世界范围内营

业额超过 7.5 亿欧元、在法国境内营业额
超过 2500 万欧元的互联网公司。估计将
主要涉及约30家大型互联网企业，且大多
数是美国公司。该税法通过后，法国政府
将正式对相关企业在法国实现的数字营业
收入征收3%的税额，主要涉及大型互联网
企业的广告收入、转售数据和平台收取的
佣金等。

据相关部门预计，开征“数字税”将在
2019 年为法国带来约 4 亿欧元的税收收
入，并在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产生约
6.5亿欧元的税收进项。勒梅尔表示，多年
来，欧洲境内互联网巨头缴纳的税费比欧
盟中小企业少14%，此次开征“数字税”，尤
其是对跨国互联网巨头征税，将是一项象
征着“税收正义”的措施。

谋求新时代话语权

法国政府曾于 2018 年年底宣布在数
字领域推动新的税收法案，并曾以“对法国
本土创业公司滥用商业惯例”为由起诉谷
歌和苹果公司。近年来，包括法、德、意、西

等在内的欧盟国家对美科技巨头在欧洲
境内的税基转移与市场强势地位颇为不
满，认为这不仅使欧洲企业在竞争中处
于绝对被动，更对欧洲的税收利益造成
严重损害。法国政府也在欧盟成员国中
积极斡旋，希望促成欧盟统一立场，但受
区内各方利益考量不一等因素影响，该
议题始终未能在欧洲内部形成广泛共
识。对此，勒梅尔进一步申明了法方的
强硬立场：“数字经济理应像其他经济活
动一样被征税，法国将率先在本土开征，
并希望尽快在经合组织内部寻求欧盟的

‘共同立场’，希望于2019年年底前促成
全球性协议。”

法国学界认为，法国此次重点对大
型互联网企业征税表明，法国正积极谋
求在经济数字化新时代的规则制定权，
将对法国产生深远影响。多年来，以美
国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数字企业在几乎没
有实体机构条件下占据了欧洲数字市场
绝对优势，并利用欧洲税法漏洞将利润
转移至低税率国家，例如谷歌公司此前
通过其爱尔兰分公司与法国公司及客户

签署搜索引擎业务谈判合同，以此避税，对
法国税收造成了极大损失。

有法国经济学家表示，此次强势推行
相关税法，为法国树立了“数字税”领域的
先驱者形象。未来，法国将积极联合德、意
等各方在经合组织内部推行相关税收治理
法案，并引领各方达成广泛共识，提升法国
未来在数字税收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

税收武器或成筹码

随着当前欧美贸易协定谈判艰难推
进，“税收武器”已成为彼此制衡的重要工
具。此项对美科技巨头针对性极强的税收
法案将成为未来双方经贸博弈的重要筹
码。同时，欧盟近期对美科技巨头的监管
也在不断升级，加之此次法方率先开征“数
字税”，定将使欧美未来的经贸博弈格局产
生新变化。

也有法国经济学家指出，法国政府在
对美科技巨头征税方面态度强硬，不利于
当前欧美双方经贸分歧的协调与解决，并
存在诱发双方恶性“税收对抗”风险。美国
总统特朗普于 4 月 9 日表示，将就欧盟对
空客的补贴实行关税报复。美欧贸易摩擦
可能再次升级。未来，法方如何有效统筹
区内意见，协调各方分歧将成为法国引领

“数字税收治理”能否持续推进的关键因
素，也将成为经济数字化新时代多方经贸
再平衡的重要议题。

改善竞争环境 赢得主动地位

法国拟对互联网巨头开征“数字税”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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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向中国寻求帮助

时，中国欣然同意，并未附加

任何条件。坦赞铁路就是最

有力的例证。非洲人民有无

数条理由选择能够帮助摆脱

贫困的朋友，这位真正的朋友

就是中国。

坦桑尼亚著名媒体人乔治·蒙图日前在
坦主流报纸《卫报》上发表专题评论，高度评
价非中合作为非洲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

评论说，部分声音称中国正利用掠夺
性贷款破坏非洲经济增长，几乎没有给这
片大陆带来就业机会；并称中国往非洲输
送劳工、窃取当地就业机会、掠夺非洲自然
资源和土地。但这些都不属实。中国是非
洲真正的发展伙伴，为许多非洲问题提供
了解决方案。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贷款利率
低、还款周期长，使非洲国家受益匪浅。部
分观点把中国描绘得如此负面，是因为他
们害怕自己在非影响力输给中国，是恐惧
的表现。

乔治·蒙图在评论中说，中国向非洲国
家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建设基础设施，中国
的资金支持缩小了非洲国家在道路、港
口、桥梁、机场、发电站和通信等领域的
基础设施鸿沟，帮助许多国家开展互联互
通，有力推动了非洲的经济增长。中国认
为，非洲不是需要被拯救或教化的大陆，
而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中国从未表现
出自命不凡的传教士姿态，而是在互惠基
础上，以非说教、令人信服的方式同非洲
接触。因此，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士应当停
止对中国的抱怨，也应当为其拒绝帮助非
洲建设基础设施和实现经济独立感到
汗颜。

乔治·蒙图称，“当我们需要西方帮助
建设基础设施时，他们毫无诚意，还附加了
很多苛刻的条件。当我们向我们的朋友—
中国寻求帮助时，中国欣然同意，并未附加
任何条件。坦赞铁路就是最有力的例证。
非洲人民有无数条理由选择能够帮助摆脱
贫困的朋友，这位真正的朋友就是中国”。

这篇评论针对一些不实之词指出，
所谓许多在非中国企业不聘用当地员
工，不提供职业培训的说法并不属实，
是在故意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数据显
示，在非中国企业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员
工都是非洲本地人。超过 400 个中国企
业或项目雇佣的员工中 85%以上是非洲
人。中国还不断派遣各领域专家到非洲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不仅如此，中国还明确要求所有来
非洲的中国公民尊重当地人的生活方
式，要求所有中国专家切实向当地员工
传授专业技能。中国政府出资、中国企
业承建的非洲最大图书馆——达累斯萨
拉姆大学图书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施工方与达累斯萨
拉姆大学密切配合，为该校学习建筑、
民用工程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在校生提供
了众多实习机会。

在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峰会期间，中国承诺将在2018年底之前向

非洲国家提供 3 万个奖学金名额，这一承
诺已完全兑现。在 2018 年 9 月份的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政府再次承
诺将为非洲提供5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5
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同时邀请 2000 名非
洲青年赴华交流。

除此之外，中国还向非洲派遣了多批
农业专家、医疗人员，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为
改善当地医疗水平和帮助当地人掌握现代
农业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毫无疑问，中国向非洲人民提供的高
等教育奖学金和短期培训机会比其他任何
国家都多。

中国要求企业和专家在实施工程过程
中培训当地员工、传授专业技能，旨在使非
洲国家拥有更多专业技术人才，以便在中
国企业和专家离开后非洲能独立地运营和
维护本国基础设施。这有利于帮助非洲国
家减少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师的费用。为实
现上述目标，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承诺为非洲援建5
所交通大学。坦桑尼亚是从这一倡议中显
著获益的国家之一，因为其中一所大学将
落户坦桑。此外，中国已承诺将坦桑国家
交通学院升级改造为面向东部和中部非洲
的交通大学。这一学院的建成将创造就
业，并使许多坦桑民众获得在当地接受专
业培训的机会。

坦桑尼亚知名媒体人撰文称——

中非合作为非洲国家带来机遇
本报记者 蔡 淳

2019戛纳春季电视节近日在法国南部海滨小城戛纳举行。中国展团带来的多部

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受到海外人士关注。图为在戛纳春季电视节上，来宾在一处中

国展台前咨询。 （新华社发）

中国展团亮相
戛纳春季电视节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4月9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英国无协议脱欧：贸
易赢家和输家》指出，英国脱欧将对其与贸易伙伴之间的
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无协议脱欧情况下，欧盟对
英国贸易将遭受重大打击，出口高度依赖英国市场的一
些发展中国家也会因此严重受损。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研究指出，英国无协议脱欧将
严重打击欧盟对英国的出口，对与英国有贸易关系的较
小经济体亦会遭受严重损害。如果英国及其未来的贸易
伙伴希望避免在英国无协议脱欧情况下出现新的贸易成
本，则双方需要加快双边贸易协议谈判进程。研究发现，
英国无协议脱欧造成新的贸易成本相当高，其中欧盟对
英国的出口将损失345亿美元，第二大输家将是土耳其，
该国对英国出口将遭受24亿美元损失。

联合国贸发会议贸易司司长帕梅拉表示，英国脱欧
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事务，一旦英国将27个欧盟伙伴甩
在身后，非欧盟国家向英国市场出口的能力将被迫改
变。英国市场约占世界贸易的3.5%，是许多发展中国家
的重要贸易伙伴。2018 年，英国是欧盟第五大进口国，
其进口商品价值近 6800亿美元，其中约 3600亿美元商
品来自欧盟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研究估计，鉴于与英
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欧盟国家将因英国脱欧蒙受
最大损失，其他国家如土耳其对英国的出口也会出现大
幅下降。

报告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享有进入英
国市场非常有利的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双边贸
易协定和欧盟单方面优惠计划。在英国脱欧的情况下，
想要保持这种市场准入的国家需要尽快与英国展开贸易
协定谈判。英国正处于将现有贸易协定转型的过程中，
其中一些协定是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参与的，如果无协
议脱欧，则这些协议对英国可能全部失效。

在脱欧前后尽快与有关国家达成贸易连续性协议，
将是英国政府的优先事项。欧盟目前约有 70 项贸易协
定，这些协定约占英国贸易的11%。脱欧后英国想要复制
这些协定并非易事，仅谈判进程就要颇费时日，而且能否
很快达成连续性协议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截至2019
年3月份，英国与贸易伙伴之间仅签署了26项连续性协
议。据称，英国政府正在探讨一系列备选方案和办法，以
确保脱欧后有关贸易协定效力的连续性，包括寻求确保
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参与现有欧盟贸易协定的连续性。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最新报告

英国无协议脱欧影响重大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 9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9 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3％，比今年1月份的预测
低0.2个百分点。

IMF 在报告中说，受全球贸易紧张、金融环境收
紧、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减速。但 IMF 预测，全球经济有望
在 2019 年下半年逐步反弹，2020 年将回升至 3.6％的
增长水平。

IMF预计，发达经济体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将分别为
1.8％和1.7％，其中今年增速预期较1月份时下调0.2个
百分点，明年则维持不变。IMF将美国今年经济增长预
期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2.3％，但将明年增长预期上调
0.1个百分点至1.9％。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则
分别被下调0.3个和0.2个百分点至1.3％和1.5％。

IMF将今明两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
预期分别下调0.1个百分点至4.4％和4.8％。其中，IMF
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6.3％，同
时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1％。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虽然全球经
济有望持续增长，但仍然面临不少下行风险，包括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犹存、英国无协议“脱欧”风险加剧、市场信心
恶化可能导致全球金融环境收紧等。她敦促各国政策制
定者应避免政策失误，采取措施提高经济的包容性和韧
性，并通过加强多边合作解决贸易争端，确保政策不确定
性不会削弱投资。

IMF通常每年在春季会议和秋季年会期间分别发布
上下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并在年中和次年年初
分别对两份报告作出更新。

IMF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上调中国今年增长预期0.1个百分点

4月10日至13日，第29届越南国际贸易展销会在河

内举行。来自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家企业参展。其

中，云南及深圳、佛山、东莞、苏州、杭州、大连等省市的

50 余家企业展出了冶金、电子、机械等行业产品。图为

当地民众参观深圳厂商展位。

本报驻河内记者 赵 青摄

越南国际贸易展销会在河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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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马来西
亚政府日前向国会提交 2019 年离境税
法案，如获得国会批准，将从 6月 1日起
向所有搭乘飞机离境的当地及外国人征
收离境税。

根据提交国会审议的这项法案，马
来西亚政府将对所有搭乘飞机的离境人
士征收离境税，赋予财政部长制定离境
税税率的权力。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去年 11
月份提呈年度财政预算案时宣布，政府
建议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向所有搭乘
飞机出国的当地及外国乘客征收离境
税。离境税共分为 2 种，飞往东盟国家
的收费为20林吉特（约合5美元），飞往
东盟以外国家的收费为40林吉特（约合
10美元）。马来西亚离境税低于有关国
家或地区，如泰国 20美元、中国香港 15
美元、日本10美元。

该法案规定，任何人士、代理或外国
公司，若未缴付离境税离境，一旦被控罪
名成立，将视情节予以 50 万林吉特（约
合12.5万美元）以下罚款，或3年以下监
禁，或两者兼罚。离境税需出境当天
缴纳。

马来西亚考虑征收离境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