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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 月 26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再次威胁将针对法国开征数字服务税
行为采取实质性报复措施，包括对法国葡
萄酒加征关税。法国官方随即给予强烈
回应，积极捍卫法方税收主权，抗议美方
极限施压伎俩。

特朗普于 26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
出，法国的数字税提议是愚蠢的，其主要
针对的是美国科技企业。如果需要对这
些企业征税，也应该由“原国籍”美国自行
征收，而不是法国。特朗普更是直接威胁
称：“我们将很快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愚
蠢决定宣布对等报复措施，包括对法国葡
萄酒加征关税。”美国政府也在26日声明
中持续批评法方的税收措施，但未提供任
何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细节。白宫发言
人贾德·迪尔表示，除了已经启动的调查
外，美方还在密切关注所有其他的政策工
具以充分回应法方行为。

面对美方的挑衅性威胁，即将开启休
假模式的法国高层随即给予强硬回复。法
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指出：“法国对征收数字
税的决心是坚定且不可动摇的。法国作为
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税收
政策。”勒梅尔还对特朗普的偏激观点予以
反驳，法国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并非针对美
国企业，希望美国不要把数字服务税与对
法国葡萄酒加征关税混为一谈。多年来，
法国始终面临着不公正的税收侵蚀，很多
数字巨头在法国“很少或者几乎不缴纳任

何税费”，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数字服
务税符合法美彼此共同利益，将此与关税
问题绑定不是明智的策略。

法国参议院于7月11日通过了数字
税法案，将对在法国数字服务营收超过
2500万欧元、全球营收逾7.5亿欧元的大
型科技公司征收其在法国营业额3%的数
字税，估计约有30多家企业将受到影响，
且大部分来自美国。法国同时表示希望
能够在2020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
各方协调出台广泛性税法。

其实，早在法国政府于2018 年底宣
布在数字领域推动新税收法案之初就遭
到美方的强烈指责，美国在该法案推行的
各个阶段对法持续性施压，甚至特意选择
法国参议院对该税案投票的前一天，动用
臭名昭著的“301调查”，威胁将在确定法
国数字税具有针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或
不合理性后，对法实行关税制裁。

此前，七国集团（G7）在财长会议中
也曾向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达成原则
性共识，为避免盟友舆论压力，美国财政
部长姆努钦还表示，各方在该议题上的协
调取得显著进展。但是，美方近期态度急

转直下对法强势威胁，再次暴露出了美方
的惯用伎俩。美国对数字税由敷衍阻挠
到直接施加关税威胁的种种行为，恰恰显
示出美国当前秉持以“美国优先”为核心
的单边主义思维，这种“优先”甚至不惜以
牺牲盟友利益为代价，更突显美国官员此
前模糊表态的虚伪性。

面对美国在经贸议题上对法欧持续
敲诈，欧洲高层渐渐失去耐心。有法国媒
体分析称，作为本年度G7峰会主席国，法
国曾希望通过配套会议及私下协商等方
式促进各方对数字服务税议题达成广泛
共识，并将此视为此次峰会议题的重要成
果。但是，美国此次施加关税威胁直接打
乱了法国的计划，甚至直接破坏了七国集
团的利益基础，加深了业已脆弱的跨大西
洋伙伴关系裂痕。

有分析认为，随着G7峰会临近，特朗
普再以关税“大棒”威胁法国，实质上是
G7峰会数字税争议问题的“前哨战”。目
前，法国已得到欧盟多国支持，更不会被
特朗普的威胁轻易吓倒。相反，美方的关
税威胁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在“会面、谈
判、决议前采取极限施压”的惯用策略，

“但欧洲领导层的耐心似乎正在慢慢消磨
殆尽”。

自年初以来，欧美间特别是法美间在
经贸议题上纠纷不断，从威胁对法国葡萄
酒征税到对欧航空业补贴实施关税制裁，
再到对欧洲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等，其中包
括汽车、航空、农业、机械等各个领域，希
望通过“定点打击”欧洲优势产业迫欧妥
协，此次甚至“毫不掩饰”地对涉及自身利
益的数字服务税施以直接关税制裁报复，
使曾经幻想通过积极弥合双边经贸裂痕
以挽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欧洲领导层
再度“心寒”，逐渐接受了欧美双方传统盟
友关系出现巨大倒退的残酷现实，并坚持

“以我为主”的策略推动欧美双边关系再
平衡。因此，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正日益
展示出更加强硬与团结的立场，坚决回应
美国讹诈。

此前，面对美国宣布对欧部分进口汽
车与零部件征税威胁，欧盟贸易执委会7
月23日表示，如果美国对欧汽车征收报
复性关税，欧盟将对另外价值350亿欧元
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欧盟贸易
专员玛姆斯特罗姆也强硬回应：“我们不
会接受任何管理贸易、配额或自愿出口的
限制。如果美方强行征税，我们会建立一
个再平衡的反制清单。”

对此，有法国经济学家指出，面对欧
美持续的经贸纠纷与双边经贸谈判的艰
难推进，法德核心正积极引领欧方实现惯
性思维的转变，逐步摆脱多年对美国市
场、技术及机制依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摆脱对美心理依赖，以独立、团结的姿态
回应美方讹诈，坚定维护欧洲利益。

美国再挥关税大棒 欧洲坚定维护利益

数字税再次加深法美裂痕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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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在悉尼歌剧院演出
北京市学生金帆艺术团的青少年演员日前登上悉尼歌剧院舞

台，为观众倾情呈现了《让世界充满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专场演出。全场2000多名观众深受精彩演出感染，掌声和喝彩
声不断。图为参加演出的小演员们。 本报记者 翁东辉摄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日前公布的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美国二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1％，较一
季度大幅下滑 30%。数据显示，私人消
费和政府开支支撑了经济增长，但制造业
大幅萎缩、服务业维持增长的结构，显示
出美国经济“一腿粗一腿细”的不稳定状
态，暴露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数据公布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
罗斯吹嘘称，“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增长，并
且在一季度增长3.1％之后，有望继续扩
张，特朗普总统雄心勃勃的放松管制、税
制改革和创造就业议程正在使美国恢复
在世界舞台上经济领袖地位”。

但是，随即有大量分析指出，美国经
济正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数据显示，
私人消费和政府开支为二季度经济增长
作出了重大贡献。消费者支出在一季度
增长1.1％之后飙升4.3％，成为美国经济
增长的引擎。家庭在新车、食品、饮料和
衣服上花费更多。美国政府重新开门后
政府支出在春季上涨了 5％。美国服务
业(零售业，医疗保健，软件业，旅游业等)

增长上升到 3 个月高位。美国劳工部数
据显示，6 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22.4万人，失业率从50年来的低点小幅
攀升至 3.7%，美国 5 月份贸易逆差较上
月增长 8.4%，至 555 亿美元。由于进口
出现4年多来最大月度增幅，同时出口温
和增长，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分析指出，美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库存量大幅下降。此前美国企业
已经连续3个季度增加库存，本季度企业
不得不削减产量以防止库存失控，许多经
济学家认为美国企业库存仍然过剩，这意
味着美国 GDP 可能在三季度继续下降。
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库存过多
往往是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经济
学家还担心，如果库存价值持续下降，可
能表明需求疲软和销售放缓，这可能迫使

企业缩减生产和就业。
分析认为，美国企业投资下滑阻碍了

二季度的增长，并蕴藏着潜在的问题。统
计显示，美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0.8％，创下 3 年半以来最大跌幅。办公
楼、制造厂和钻井平台等建筑的投资下降
近 11％。设备支出增长不到 1％。受贸
易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经济放缓，高管们
在制定大规模支出计划时犹豫不决。住
宅房屋的支出连续第六次下降，下滑了
1.5％。这反映了房屋建筑商正经历艰难
时期。

分析指出，服务业暂时可以推动美
国经济增长，但制造业基本上已使不上
劲。制造业扩张放缓是美国经济减速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供应管理学会 6
月份制造业指数从5月份的52.1下滑至

51.7，表明制造业活动扩张速度放缓。
IHS Markit 对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经
济进入三季度后的表现令人十分失望，
美国制造商在 7 月份以近 10 年来最慢
的速度增长。IHS Markit 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从6月份的50.6降至本月的
50，达到 2009 年 9 月份以来的最低水
平。因此，制造商在 6 年内首次减少了
就业岗位。目前，汽车行业减速明显。
企业高管们表示，消费支出表面上仍然
相当强劲，但一些公司不得不求助于贴
现来促进销售。企业界认为，温和增长
的总体情况掩盖了双速经济，服务业稳
定增长掩盖了制造业的深度衰退。

经济学家们认为，出口商和制造商
动力减弱，美国经济可能在下半年扩张
得更慢。如果经济增长没有恢复，企业
最终将裁员或减少工时。在贸易冲突得
到缓解、世界其他国家再次开始增长之
前，美国经济好不到哪里去。为了防止
这种情况发生，即使面对创纪录的股票
价格，美联储也准备尽快降息，努力推动
经济增长。

在近日白宫举行的会议上，特朗普正
考虑让美元贬值，以推动出口并促使美国
经济保持增长，但这一想法遭到了财政部
长姆努钦和经济顾问库德洛的阻挠。

二季度增速降三成 发展不均衡不稳定

美 国 经 济 结 构 性 问 题 凸 显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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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据德
国媒体报道，伦敦市场研究机构 IHS
Markit 的一项调查显示，7 月份德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 43.1，创下
2012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的新低。

IHS Markit分析认为，随着来自海
外订单创下10年来新低，德国制造业正
陷入7年以来最严重危机。分析评估显
示，德国制造业增长疲软将会进一步影
响就业，特别是创造新工作岗位难度将
不断加大。

德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7月份
也小幅回调至55.4。这表明，虽然德国
服务业仍保持相对稳定增长，但分析人
士认为，随着工业领域面临的增长压力
不断增大，德国国内消费也会受到一定
程度影响。

在私营经济领域，采购经理人指数
保持在 51.4，较 6 月份的 52.6 出现了较
为明显的回落。Markit报告指出，目前
德国国内需求相对强势，由此带动了服
务业持续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支
撑作用。但是，三季度德国制造业面临
的下行压力将继续增大。

报告同时指出，英国脱欧、“尾气门”
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给德国制造业和汽
车工业带来了相当严峻的挑战，对欧元
区经济总体形势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消极
影响。

德国采购经理人
指数创7年新低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日前，中国工商银行
伦敦分行完成三年期固息6亿英镑债券发行定价。该笔
债券是首只由中资银行公开发行的以英镑计价的中期票
据，成为中资银行在该币种发行上破冰式的标志性交易，
将对推动中资机构在英镑债务融资市场建立新的定价基
准，丰富中资银行境外融资币种，提升多样化资金筹措能
力具有积极意义。

据悉，工行伦敦分行本次发行取得了多项突破。一
是币种方面，填补了中资发行人在英镑债务融资市场上
的空白，对丰富中资银行境外融资币种，完善收益率曲
线，提高市场参与深度和广度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二是
募集资金将用于对接发行人本地资产项目，实现了金融
资源与实体经济有效对接，充分彰显了深耕本地市场和
发挥集团信用优势互促共进的企业愿景和积极成果。三
是本次发行在投资人分布上充分展现了多元化国际投资
者的浓厚兴趣。

有别于一般中资机构海外债投资者主要集中于亚洲
地区的业务常态，本次发行得到了英国本地优质投资人
的热烈追捧（占比高达50%），更吸引了多个首次投资中
国境外债券的国际投资者。从投资人类型来看，资管及
基金占比高达一半，央行及主权基金超过40%。高质量
的订单表现印证了国际资本市场对中资信用的认可度和
信心，也再次确定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在市场活跃度及
参与者广度上的区位资源禀赋优势。

工行伦敦分行负责人韩瑞祥表示，伦敦分行下一步
将继续结合自身经营定位，依托工行平台和伦敦地缘优
势，进一步挖掘中英两国在资本市场创新方面的合作机
遇，提升工行在境外市场上树立的积极形象，提升集团筹
资中心综合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人力部日
前发布的二季度劳动市场预估报告显示，新加坡二季度
总就业人数仅增加4000人（不含女佣），比一季度10700
人新增就业数出现大幅下降，也低于去年同期的新增就
业人数 6500 人。截至 6 月份，新加坡总就业人口为
347.57万人。造成二季度就业人口大幅下降的原因，主
要是经济下行和雇主慎用及减员所致。

新加坡二季度经济仅增长0.1％，是10年来最糟表
现，导致就业总人数增长显著放缓。就具体行业而言，聘
用最多员工的服务业就业人数整体增长放缓。虽然信息
与通信业、专业服务业、社区、社会与个人服务业，以及金
融服务业人数增长保持强劲，但零售贸易业就业人数减
少抵消了上述相关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建筑业就业人
数有所增加，制造业人数则因生产量下滑，连续第3个季
度萎缩。

由于雇主对当前经济环境静观其变和对投资前景产
生困惑，在填补空缺职位时更加谨慎，求职者要找到工作
就更加困难，致使新加坡人与永久居民失业率攀升。目
前，居民失业率已升至 3.1％，比一季度高出 0.1 个百
分点。

首笔中资银行英镑债券花落工行

新加坡二季度就业人数大幅下降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受本币大幅贬值
导致整车价格上升、消费税税率提高、经济环境总体严峻
等因素共同影响，巴基斯坦汽车市场陷入低迷。统计显
示，2018/2019财年，巴汽车销售量同比下降7%。有专
家预测，2019/2020财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缩水15%至
20%。

受阶梯式消费税税率影响，排量 1.3 升以上的汽车
销售受冲击最为严重。在巴基斯坦汽车市场处于垄断地
位的三大日本汽车厂商中，由于丰田和本田的主力在售
车排量普遍在1.3升以上，均出现了订单下滑、库存积压
问题，两家车企为此都相应采取了减产措施。自今年年
初起，本田在巴组装厂已将单日产量从 220 台下调至
160台，进入7月份以来已连续停产12天，以便减少库存
车辆；丰田在巴组装厂也将生产工时从每周7天调整为
每周5天。

铃木则因其主要在售车排量均在1升以下，非但没
有减产计划，反而在整车价格升高的大环境下，成为消费
者不得不选购的车型，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有望扩大。

目前，巴汽车市场不景气形势已开始给相关产业链
的就业带来冲击。进入减产状态的丰田、本田等整车组
装厂正考虑相应裁减其雇佣的临时工人。同时，负责向
上述两家组装厂提供汽车零部件的巴国内供应商受产量
变动影响，已经着手下调其雇佣规模，准备裁员。据估
算，目前巴汽车产业链共提供约90万个就业岗位，未来
若汽车市场持续低迷，该行业就业将遭受巨大冲击。

巴基斯坦汽车市场陷入低迷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日前举办老爷车拉力赛。在俄罗
斯莫斯科红场，参加老爷车拉力赛的选手从起点出发。
图为拉力赛现场。 （新华社发）

老爷车拉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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