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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欧洲议会以多数投票通过了
“投资欧盟”计划，将其纳入了欧盟 2021
年至2027年预算框架之内。这意味着在
经过了近一年的酝酿后，欧盟现有的“欧
洲投资计划”（又称“容克计划”）有了新的
接替方案。

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信息显示，“投资
欧盟”类似于“容克计划”的升级版，其根
本使命仍在于提升投资与就业水平，激发
经济活力。两个计划运行原理类似，均由
欧盟提供预算担保，由欧洲金融机构提供
主要资金来源，支持撬动公私部门的投资
活动。受益于相似的投融资模式，“投资
欧盟”可继续推动“容克计划”框架下未完
成的投资项目。

据悉，“投资欧盟”预计将获得380亿
欧元的欧盟预算担保额度，高于“容克计
划”的水平。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将直接获得上述担保
额度。鉴于当前欧洲整体经济形势已好

于欧债危机时期，欧盟委员会对“投资欧
洲”寄予厚望，乐观地估计该计划有望带
动至少6500亿欧元投资。

从覆盖范围看，“投资欧盟”与“容克
计划”也十分类似。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
的初步预算担保划分设想，“投资欧盟”将
主要支持四大领域的投资计划。其中，可
持续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最多份额，达到
了115亿欧元，数字科研创新与中小企业
发展领域获得的支持力度相同，均为
112.5亿欧元，其余40亿欧元则被分配给
了社会投资和劳动技能培养领域。欧盟
委员会表示，考虑到未来欧盟内部的政策
优先事项和市场情况可能会出现波动，分
配给上述各领域的担保额可能会出现变

化，但变动幅度被设定在15%之内。
总体看，过去几年在“容克计划”实施

过程中，欧盟整体投资与就业水平得到了
一定增长，“投资欧盟”有望在其基础上维
持这一势头。容克近期发表评论称，现有
的“欧洲投资计划”总体是成功的，因为目
前投资规模超出预期。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卡泰宁亦于近日表示，诸多东南欧国家从

“容克计划”中受益，相信规模更大的“投资
欧盟”会进一步刺激欧洲经济活力。

当前，虽然欧洲已逐渐走出危机，但
“投资欧盟”未来面临的挑战却并未减
少。从“容克计划”运行经验看，“投资欧
盟”亟待解决欧盟内部投资不均衡的弊
病，因为即使在欧盟内部，也不乏一些质

疑“容克计划”实际效用的声音。欧洲审
计院就在今年1月份发布报告指出，“容
克计划”的真实作用可能被夸大，认为该
计划促成的投资多集中在金融业发达的
欧盟大型成员国。此外，希腊前财长瓦鲁
法基斯本月在出席布鲁塞尔一家智库的
研讨会时，也诟病“容克计划”复杂的担保
体系会加剧欧盟内部的“贫富分化”。

除此之外，保护主义思潮可能也会威
胁到“投资欧盟”的实施前景。自去年底
至今，欧盟委员会数次下修了今明两年欧
元区和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显示出
欧洲经济仍未完全摆脱“弱复苏”困境。

“投资欧盟”的内容亦表明，欧盟未来数年
仍需致力于扩大内需，提升投资水平。但
就在上个月，欧盟批准了一项富有贸易保
护主义色彩的《外商投资审查框架》，为外
商在欧投资平添了不必要的壁垒，引发了
欧盟内外业界的担忧情绪。德国《商报》
就此评论认为，数字时代的成功公式与工
业时代很不一样，欧盟坚持平等竞争和互
惠原则无可厚非，但围绕某些行业树立国
家甚至欧盟层面的“防护墙”，最终只会引
发消极后果。

“投资欧盟”计划面临新挑战
陈 博

欧洲议会新通过的“投资欧盟”计划，比现有的“容克计划”挑战有

增无减，不仅需要继续激发欧盟内部的投资活力，还需要面对区域内

投资水平不均衡、保护主义阻碍外商投资等新问题

近来，日本政界围绕原定今年 10 月
份增加消费税一事开始了新一轮争论。
本来以征税为前提的新年度经济预算已
经在3月份国会通过，为抵消增税给国民
消费带来的打击，相关对策费用也已列入
预算，增税已是箭在弦上了。不料，半路
又杀出个程咬金。目前看来，此轮争论借
增税问题影响国会选举，运作政局的味道
颇为浓厚。日本政治可能再度陷入雾里
看花。

事情起因是自民党干事长代理萩生
田光一在接受网络媒体访谈时高谈阔论，
称原定 10 月份将消费税从 8%提升到
10%的计划，要根据日本银行7月份发表
的经济观测调查结果而定，如果预测经济
景气恶化，政府总不能带着国民往悬崖里
跳，可以有不同的选项。

这段话引起轩然大波，萩生田光一也
成为日本自民党里第一个提出再次延期
征税的政客。他还说，如果停止征税就需
要问政于民，意思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
能会解散国会众院提前大选，大有国家谋
士之风范。

萩生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政
府、经济界及各政党的强烈反应。日本内
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出面紧急“灭火”，称政
府态度明确，只要不发生雷曼危机那样的
经济困难，政府将按预定计划实施增税。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也说，从完善社保

制度和稳定财源的角度来说增税势在必
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记者会上
也指出，上述言行纯属萩生田个人见解，
不代表自民党的政策，自民党内已有充分
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结论，不易轻言改变。
联合执政党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也指
出，日本央行的经济观测报告尚未出台，
基于假设而讨论政策走向显然不妥。

比政界更加恐慌的是日本经济界。
为了提前为加税作准备，日本企业、商店
已经按照增税后的标准修改了电脑财务

系统，此时放弃增税将造成更大的混乱。
而且，政府基于增税前提，制定了新年度
预算支出计划，如果推迟增税，预算的窟
窿只能靠新的赤字国债来弥补，将使日本
的国家财政负担雪上加霜。

萩生田是安倍的心腹，曾任内阁官房
副长官，安倍对他言听计从。这话从他嘴
里说出来，权重完全不同。因此，日本多
家媒体分析称，此人言论很可能是替安倍
释放的观测气球。7月份，日本面临国会
参院每3年改选半数席位的既定日程，如

果此时解散众院举行同日选举，形势对地
方组织健全的自民党更加有利。

安倍信誓旦旦地称，政府已采取了
120%的增税对策，因此增税不会对经济
造成负面影响，但日本各界对经济前景并
非无忧。去年下半年以来，受贸易保护主
义和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日本出口下降，
国内消费增长乏力，日本社会普遍担心增
税可能成为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年 3 月份的日本央行全国企业短期经
济观测调查结果显示，景气指数仅为12，
已经低于 2014 年 11 月份安倍决定推迟
增税时的水平。因此，延期增加消费税的
呼声一直存在。

自 2014 年 4 月份日本消费税从 5%
增加到8%以来，安倍政府已经两次推迟
增税计划。2014 年 11 月份安倍提出将
原定 2015 年 10 月份增税计划推迟一年
半，并为此解散众院问政于民。2016年7
月份参院改选前，安倍于当年6月份再次
提出将增税计划推迟至2019年10月份，
并因此赢得了选举胜利。

由此可见，推迟增税是政治选举中赢
得国民支持的重要手段。有评论认为，在
增税问题上选举形势比经济形势更能影
响政府决策。

日本宪法规定，解散众院提前大选是
首相的特权。为赢得选举再次推迟增税，
这事有一有二，难说没有第三。况且，安
倍执政 6 年半来，日本已有 6 次国会选
举，谁能保证没有第7次呢。国会解散权
在安倍手中，因而各政党已开始全面应对
可能发生的政治局面。

日本是否提高消费税争论又起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日本东京目黑区的木黑川是春季赏花的新景点，吸引了不少游客。 苏海河摄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
道：英国主流大报《星期日电讯
报》日前刊登中国驻英国大使刘
晓明署名文章《英国能够也应该
与华为合作建设5G网络》。

刘晓明在文章中说，近期，华
为再次成为英国各大媒体的热议
话题。有人主张英国政府应作出
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正确决定，
也有人将华为视为安全威胁。我
认为，这些争论表面上关乎选择
哪家5G网络供应商的问题，但背
后折射出英国面临三道非常重要
的“选择题”。

第一，是否要坚持独立自
主？英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
的国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英国
擅长独立思考，惯于根据本国利
益自主作出决定。在中英合作
中，英国是第一个发行人民币主
权债券、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
第一个向亚投行专门基金注资、
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融资指
导原则》、第一个设立“一带一路”
特使和成立专家理事会的西方大
国。上述这些“第一”，就是最好
的例证。在5G网络建设问题上，
相信英国同样能基于本国利益，
着眼长远发展需要，排除干扰和
压力，作出独立、正确的决策。

第二，是否要坚持开放自
由？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逆风
愈刮愈烈，逐渐从传统贸易向投
资以及网络等领域蔓延。英国素
以贸易立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

“旗手”。中英两国在维护自由贸
易、反对保护主义问题上肩负着
共同的责任和担当。在5G网络
建设方面，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对
任何企业采取歧视性举措，希望英国继续保持开放，维持
公平竞争环境，真正建设一个开放、公平的“全球化英国”。

第三，是否要践行合作共赢？在全球化时代，关起门
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合作共赢才是唯一出路。中国理
解一些国家对5G网络建设存在安全关切，但5G作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代表，仍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多年来，
华为在英国主动斥资建立网络安全认证中心，聘用清一
色英国团队实施监管，并不断改进完善技术，提高设备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过去5年，华为在英国采购和投资达
到20亿英镑，创造了7500多个就业岗位。目前，华为业
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超过1500张通信网
络，服务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始终保持良好安全
记录。可以说，华为的成功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成功，更是
合作共赢理念的成功。

刘晓明在文章中说,在新一代技术革命浪潮中，只有
找准方向、选对道路，才能开创美好未来，才能实现真正
的繁荣。中英双方应着眼长远、顺应大势，在独立、开放、
合作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共同开创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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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这是我国有史以
来开采到的最大一颗蓝钻石！”日前，博茨瓦纳奥卡万戈钻
石公司展示了最新发现的20克拉蓝钻石“奥卡万戈蓝”。

据公司介绍，“奥卡万戈蓝”天然钻石颜色被评为“炫
彩深蓝”。美国宝石学院将其鉴定为椭圆形明亮式切割，
净度为VVS2极轻微内含级。另外，“奥卡万戈蓝”重量
为20.46克拉，跻身蓝钻石“重量级”系列。

奥卡万戈钻石公司董事总经理马库斯·哈尔感叹道,
任何一个看到这颗钻石的人都会赞叹不已。这是一次千
载难逢的发现。“奥卡万戈蓝”目前尚未估价。

博茨瓦纳是全球产值最高的钻石生产国之一。钻石
是博茨瓦纳的主要自然资源，钻石产业收益约占政府收
入的一半。博茨瓦纳正迅速转变为全球领先的天然钻石
贸易和制造中心之一。

博茨瓦纳发现20克拉蓝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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