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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欧盟 28 国领导人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就
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的人选达成了一致。各成员
国选举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担任欧洲理事
会主席，并授权欧洲理事会提名德国国
防部长冯德莱恩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提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担任
欧洲央行行长，提名西班牙外交大臣博
雷 利 担 任 欧 盟 外 交 和 安 全 政 策 高 级
代表。

根据欧盟领导人选举规则，除欧洲理
事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长可直接任职外，
新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行长和欧
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提名人选还需

经过欧洲议会投票确认。在投票通过后，
新的欧盟机构主要领导人将正式确定。

在今年 5月 26日的欧洲议会选举结
束后，欧盟各国便开启了艰难的政治博弈
进程。随着英国即将脱欧，欧盟的传统政
治格局面临重整，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
成员国政府均有意填补英国留下的“权力
空白”。欧洲理事会建议各国在推举新
领导人选时，综合考虑人选的性别、所属
党派、国籍等因素，力求最终人选能在最
大程度上体现和代表欧盟的不同党派和
区域。

由于各方利益诉求分歧过大，协商始
终难以达成一致。为了加快弥合分歧，法
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首脑甚至在
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

期间，专门就新人选问题召开了“会中
会”，以期在欧盟峰会前夕达成一致，但未
能如愿。6 月 30 日，旨在锁定新欧盟领
导人选名单的欧盟峰会如期召开，各方在
经历长时间争论后，于 7月 2日晚间最终
达成一致。

会后，由于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社会
党被意外“冷落”，无人当选上述机构领
导，来自欧洲议会内部的左翼力量意见反
弹强烈，甚至有多名议员公开威胁称，他
们未来将投票反对上述人选。随后在次
日的欧洲议会全体选举会议上，来自社会
党的意大利议员萨索利击败同党的热门
人选荷兰人蒂默曼斯，被选举为下届欧洲
议会议长。至此，新一届欧盟主要机构领
导人选协商初步尘埃落定。

在上述人选中，冯德莱恩和拉加德
均为女性，分别来自德国和法国。首次
担任欧盟机构职务的冯德莱恩此前并非
热门人选，其当选结果出乎外界预料。
这位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治盟友此前虽
未有欧盟层面的从政经验，但她在布鲁
塞尔度过了童年时光，能说一口流利的
法语，对欧盟的运转体系并不陌生。如
果获得欧洲议会的投票认可，育有 7 个
儿女的冯德莱恩将成为欧盟委员会历史
上首位女性“掌门人”。拉加德在当选过
程中，得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大力支
持。有分析认为，拉加德深谙政经两界

“游戏规则”，在欧盟和国际层面拥有广
泛人脉，同时在推动金融规则变革方面
具备丰富经验，有望带领欧洲央行加快
改革进程。

在另外3名人选中，成长于比利时法
语区的米歇尔是欧盟“少壮派”政治家代
表人物之一，他与马克龙拥有良好的私人
关系，两人在诸多欧盟政策问题上的看法
相近。在本次峰会期间，正是在马克龙力
推下，米歇尔完成了从比利时首相到欧洲
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转变。西班牙人博雷
利和意大利人萨索利分别当选欧盟“外
长”和欧洲议会议长，被欧洲媒体解读为
法德两国向南欧国家作出的平衡和妥
协。此外，有分析认为，在现任欧洲理事
会主席波兰人图斯克卸任后，下届欧盟机
构的最高决策圈内中东欧国家的话语权
将受到一定影响，似乎多少显现出当前欧
盟政治生态的变化风向。

眼下，欧盟各国围绕机构领导人选
的协商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与之相关
的深层次博弈仍将持续。除欧洲议会将
对上述部分人选投票表决外，新一届决
策圈还将应对欧盟在“后脱欧时期”面临
的各种内外挑战，着力弥合欧洲一体化
进程中愈发复杂的分歧。在当前全球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经历了“政
治洗牌”的欧盟将向何处去，值得关注。

艰难博弈争利益 协商妥协找平衡

欧盟新领导层女性撑起半边天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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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以来，国际投
资者曾一度对这位“亲商”总统引领的改革
计划前景充满期待。然而，自“黄马甲”运
动爆发以来，法国商业环境吸引力提升与
法国国内改革进程的推进持续遇阻，强烈
冲击着国际市场与投资者对法国营商环境
的信心。外国投资者也呼吁法国政府能够
继续坚定改革步伐，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日前发布的国别
吸引力报告显示，2018 年法国境内新增
投资项目数量略有增长。2018年法国境
内最终确认的投资项目数量为 1027 个，
同比增长 1%，超越德国成为欧洲第二大
投资项目增加国，并在投资项目数量上缩
小了与英国的差距。安永认为，法国
2018年在欧洲投资排名中取得了较好成
绩，很大程度上与其竞争对手英国、德国
的弱势表现有关。据统计，英德两国
2018 年的投资项目同比下降了 13%，这
也意味着法国未来在增大商业吸引力方
面仍将面临来自欧洲内部的激烈竞争。

面对当前欧洲内部复杂的环境，法
国在提升吸引力方面显示出诸多亮点。

首先，对企业研发型项目的吸引力正不
断增强。受益于常年施行的研发税收抵
免制度，法国不断吸引创新研发项目，并
日益成为企业研发中心落户欧洲的首选
目的地。据统计，2018 年法国在研发领
域的相关投资项目为 144 个，同比增长
85%，2012 年仅有 26 个研发中心在法国
落户。

其次，在吸引工业投资方面缩小了与
德国的差距。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推行了
旨在增强企业活力的系列政策，如就业竞
争力公税与就业促进政策等，目前仍然发
挥着积极影响，特别是法国工业领域投资
项目持续增长，仅在 2018 年就达到 339
个，同比增长 5%，较 2012 年增长 160%。
对此，法国商务投资署执行总监克里斯托
弗·勒库提耶说：“法国高度重视工业领域

投资，因为这是创造就业机会与拉动出口
部门的最好领域。”

再次，本届法国政府上台后推行大刀
阔斧的系列改革政策，如旨在为企业松绑
的劳动法改革、推动企业增长与转型的行
动计划法案等，为企业发展营造了更加简
便、宽松的政策环境。对此，安永经济学
家科尼尔指出，作为法国政府改革的首要
任务，改善国内商业环境的系列措施，使
法国首次在全球吸引外资的国家排行中
名列第五位。

法国媒体认为，随着政府对改革的积
极引导与协调，法国商业吸引力有望逐步
恢复。法国投资署在近期的一项报告中
指出，从2019年年初的各项数据看，法国
在吸引外资方面表现良好，但整体商业环
境的改善仍处于关键转折期。法国经济

部长勒梅尔曾表示，法国需要坚持不懈地
创造国内就业岗位。未来，法国政府将继
续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并积极应对来自
英德等邻国的竞争。

但也要看到，尽管法国当前营商环境
不断好转，但法国国内改革进程遇阻、欧
洲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等因素，仍在影响国
际投资者对法国商业的信心。安永报告
显示，目前仅有 30%的国际投资者对法
国未来吸引力上升表示乐观，这一数字在
一年前为 55%。不少业内人士正对法国
的商业环境表示出担忧情绪，其中主要是
对法国社会与商业环境稳定性的担心。

另据近期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众
多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中，最受投资者青
睐的是加强企业行政措施简化、提高税收
竞争力、继续采取降低劳动力成本措施、重
启与社会伙伴的对话等。有法国经济学家
特别提醒，尽管法国当前已初步具备结构
性优势，如劳动者技能、基础设施、市场多
样性与创造力等，但仍需对薄弱环节加强
投资。一方面，近年来法国吸引外国公司
总部落户与服务类活动有所减少，并远落
后于伦敦。另一方面，法国需更好地利用
数字优势，法国政府当前已将发展数字经
济作为未来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但
2018年该领域的投资项目却减少了2%。

投资项目超越德国 不确定性因素犹存

法国政府致力持续改善商业环境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英国沃达丰公司 7

月 3 日正式在 7 座城市

为个人和企业开通 5G

服务，并将于不久后率

先在英国、德国、意大利

和西班牙 4个欧洲国家

推出 5G 漫游服务。沃

达丰推出的 5G 服务部

分 采 用 了 华 为 5G 设

备。图为在英国伦敦，

一位女士从一家沃达丰

商店前走过。
（新华社发）

英国沃达丰
开5G服务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以来，致力于提升法国国内营商环境，提升

法国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各项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法国国内

形势给营商环境和国际投资者信心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提升投资吸

引力之路任重道远。

近日，日本政府内阁会

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经济

财政运营方针和新版经济增

长战略，这将是指导明年预

算编制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指

针。但是，新政策中只明确

了提高最低工资、稳定就业

等内容，社保体制改革、降低

养老金标准、增加医疗自负

比例等伴随阵痛的“深水区”

改革，被拖延到7月底日本国

会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出台。

为应对今年10月份消费

税提升至10%对日本经济的

冲击，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

确提出，2020 年度财政预算

中将增加适当规模的临时财

政措施和特别财政措施，“如

果风险加大，将毫不犹豫地启

动机动宏观经济政策”。

稳定就业和收入是新方

针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日本

泡沫经济破裂后的 1994 年

至 2004年被称为“就职冰河

期”，期间毕业的大学生至今

仍有很多人未找到稳定工

作，只能靠临时工、合同工等

非正规职位维持较低水平生

活。对此，日本政府提出未

来3年内促成30万临时工转

为正式工。同时，提高最低

工资标准，并尽量缩小不同

地区间的工资差距。据统

计，日本约有 370 万人属于

“就职冰河期”一代，其中约

100 万人生计不稳，近 70 万

人处于失业状态。政府救助

措施能否见效，多数人持怀

疑态度。

在新经济增长战略中，

日本政府提出促进并规范数

字经济发展。政府将在明年向国会提交“数字经济交易

透明化”新法案。同时修改劳动法，要求企业努力将员工

工作年限延长到70岁。此外，还提出促进地方金融机构

合并、促进普及电子支付、促进发展共享经济等计划。

自2000年以来，日本政府每年制定经济财政运营和

经济增长计划。但是，今年制定的政策虚多实少，缺乏强

制性目标。在国会参议院选举的压力之下，为避免民众

不满，一些伴随有痛苦的改革内容被延后。例如，虽然提

出了将全国平均最低小时工资提升至1000日元的目标，

但未提出目标时限；每年加薪3%的目标也因中小企业界

反对而作罢。

正如日本经济专家、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

员熊野英生所说，日本政府应该做的是培养更具吸引力

的地方产业，从根本上带动就业和工资提升，而不是避重

就轻。

此外，随着少子老龄化社会持续发展，如何保持社保

体制同时维持财政平衡，成为日本重大课题。此前，日本

的基础财政平衡目标已从2020年延期至2025年，目标很

可能无法实现。不久前，日本金融厅的一项研究报告称，

随着养老金支付比例下调，今后老年人需要筹措更多的

自有资金才能维持体面生活。一面是老年人生活压力加

大，一面是日本财政赤字增加，日本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已

迫在眉睫。然而，日本政府为保执政党选票，将改革一拖

再拖。回避重点，虚多实少，2020 年度经济财政运营方

针和新版经济增长战略恐难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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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邓仙来） 美国商务部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
差环比扩大8.4％至约555亿美元。

数据显示，5 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额环比增长
2.0％至约 2106 亿美元，进口额环比增长 3.3％至约
2662 亿美元。其中，5 月份商品出口额上涨 39 亿美元
至 1408亿美元，其中资本品、消费品、食品、饲料及饮品
出口均有所增长。当月商品进口额增加 83 亿美元至
2170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增加 44亿美元至约 761亿
美元。

数据还显示，5月份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增加1亿美元
至206亿美元。

据新华社阿布贾电 （记者郭骏）
尼日利亚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尼日利亚
将在 7 日举行的第 12 届非洲联盟特别
峰会上签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

声明说，尼日利亚将通过与有关各
方正在进行的谈判，确保未来不受走私、
倾销以及其他风险的负面影响。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今年5月30日
正式生效。截至目前，非盟55个成员中，
除尼日利亚、厄立特里亚和贝宁3国外，
52个成员已签署该协议，其中25个成员
向非盟委员会递交了协议批准书。

尼日利亚迟迟未决定签署非洲大陆
自贸区协议，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一些
阻力的影响。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2018
年10月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评估
签署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对尼日利亚的
影响。该委员会在广泛征询意见后，建
议尼日利亚签署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

美国5月份贸易逆差环比扩大

尼日利亚宣布将签署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

智利科金博大区和阿塔卡玛大区部分地区迎来日全

食天象。图为一名儿童在智利科金博大区首府拉塞雷纳

观看日全食天象。 （新华社发）

智利迎来日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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