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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4 日至 5 日，在英国伦敦

召开的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会议期间，

G7 达成协议，同意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设定为至少 15%。同时，美、法、德等国财

政部长相继表态，称该税率是国际税率改

革的重要部分，各方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框架下推动相关协议的达

成。有分析指出，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一旦

实施，意味着传统国际税收制度将出现重

大变革。

不过，该税率距离真正落地仍有不少

阻碍。

第一，美国虽积极推进全球最低企业税

率议题进程，但“私心”明显。今年 4 月，美

国财政部长耶伦曾提出设定 21%的全球最

低企业税率，获得法、德、英等盟友支持；近

期又提出将 21%的最低税率降至 15%，目的

是安抚爱尔兰等部分利益受损国，以加速推

动相关协议达成。此次 G7 集团的声明为

OECD 框架下的进一步协调作了铺垫。有

分析指出，美国带头参与毫无疑问加速了该

议题的讨论进程。

目前来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这一议题

在 OECD 框架下达成协议并非没有可能。

正如前任 OECD 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所

言，“达成协议的曙光已经出现”。欧盟经济

事务专员保罗·真蒂洛尼也承诺，欧盟将在

7 月举办的 G20 威尼斯会议上“积极促成这

一目标的实现”。

然而需要注意到，美国 4 月 7 日公布的

《美国制造税收计划》显示，美国企业税税率

将由 21%上调至 28%，企业海外利润的最低

税率也将从 10.5%提高至 21%，美国想要利

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为自身基建计划筹款

的心思一览无余。有分析指出，这一提议同

样是法、德、英的利益所在。与爱尔兰等企

业税率只有 12.5%的“避税天堂”相比，美、

法、德、英等国家在吸引跨国企业这一点上

可以说毫无优势。因此，美国此次出手，一

方面瞄准盟友利益以获取“声援”，另一方面

也有进一步修复美欧关系的心思。美国声

称想要完善国际税率体系，实际上不过是另

一种“美国优先”。

第二，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一旦实施，将

给国际税率体系带来重大改变。

一方面，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跨国公

司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申报利润以逃避税

收的问题，同时能够缓解各国降低企业税率

以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的税率“逐底竞争”现

象。根据 G7 集团目前达成的协议，利润率

超过 10%的跨国公司必须在其经营地纳

税。数据显示，2020年企业税率低于 15%的

国家有 12.5%的爱尔兰与塞浦路斯、10%的

吉尔吉斯斯坦与卡塔尔、9%的匈牙利，以及

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税率为 0 的“避

税岛”。但“至少 15%”的表述已然为以后的

修改留下了空间。

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各国与企业

受到的影响各有不同。其中，G7 等企业税

率较高的国家会得到明显益处。此举有助

于阻止本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

家。美国财政部预计，阻止美企将利润转移

至海外将带来大约 7000 亿美元的联邦收

入。但同时，低税率国家则将面临外部投资

流出的问题。

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影响下，全球约

100 家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企业预计将受

到直接影响。目前 OECD 设定的企业征收

范围仅为全球利润高于7.5亿欧元的大型企

业，但最终协议中设定的标准仍存在变化的

可能。

同时，根据中国银行研究院的研究，此

举对中国暂时未出现明显影响。目前，中国

现行企业税率为25%，既高于OECD包容性

框架下 12.5%的税率目标，也高于 G7 集团

此次所达成协议中15%的下限值。

第三，G7集团达成协议面临落实难题。

一方面，技术层面的难点很多。比如，

在税收主权独立原则下，其他国家有权拒

绝 G7 集团协议中提出的方案。全球最低

企业税率的前提必须是全球多个国家，甚

至全部国家都表示同意。即便在 OECD 框

架下达成协议，相关国家及地区还需签署

多边公约，并对自身税法进行调整。在上

述条件下，每一个参与方的态度都不容忽

视，爱尔兰等实际利益受损方如何选择尤

其重要。

目前，爱尔兰仍在为自身利益积极发

声。爱尔兰财长帕斯哈尔·多诺霍强调，任

何协议都必须满足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另一方面，G7 内部也非铁板一块。据

消息人士了解，美国全力推动的全球最低税

率已将科技巨头囊括其中。同时，美国还强

烈要求法国、英国及意大利立即放弃对数字

税的征收，但遭到 3 个国家的竭力反对。

法、英、意坚持认为必须在全球最低企业税

率达成全球性协议后，再讨论取消数字税的

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全球最低企业税

率在内的国际税率制度改革从 2013 年就

已开始，但推进并不顺利。正如法国总统

马克龙 5 月 7 日在欧盟峰会上所言：“对跨

国企业征税由法国提出，但遭到美国的多

年阻挠。”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确需借助美国的

影响力才能够顺利推动国际税率制度的改

革。对于美国而言，此次提出该议题既是

为了自身国内筹钱的需要，亦是将其作为

应对欧洲数字税的“筹码”。目前看来，法、

英、意等欧洲国家态度仍然坚决，在国际税

率制度改革完成前不会轻易放弃征收数字

税。不过，改革过程非常漫长，美欧间是否

会因数字税议题再生变数，仍难以预料。

至于能否在 OECD 框架下达成全球性协

议，何时才能真正落地实施，还有待进一步

观察。

上图 人们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家餐馆

的室外区域用餐。

德国首都柏林的餐馆自 5 月底起恢复

室外营业。

斯特凡·蔡茨摄（新华社发）

G7达成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钱 通

仅就目前来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距离真正落地仍有不少阻碍。美国积极推进该议题进程，“私心”明显不

小，想要利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为自身基建计划筹款的意图暴露无遗。同时，这也是法、德、英等在吸引跨国企

业方面并无优势的国家的利益所系，但爱尔兰等低税率国家将受到冲击。而且，G7内部也非铁板一块。有分

析指出，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只是美国应对欧洲数字税的“筹码”，但法、英、意等欧洲国家态度坚决，在国际税率

制度改革完成前不会轻易放弃征收数字税。因此，能否在OECD框架下达成全球性协议，并推动其落地，仍有

待进一步观察。

本报金边讯（记者张保）6 月 4 日上午，

“借鉴中国经验提升亚太地区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能力援助项目”启动暨部分物资交接仪

式通过视频方式举行。该项目由中国政府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资助，柬卫生部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三方共同实施，重点在于增强柬

医疗废物处理能力。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表示，作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的具体实践，中、柬、联合国机构共同开展三

方合作，不仅有助于缓解柬当前医疗废物处

理设施短缺的问题，更着眼于后疫情时期医

疗废物管理和污水处理的可持续发展。中

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本质是南南合

作，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相互支持与帮

助，展示的是友谊与信任，谋求的是合作与

共赢。

柬埔寨卫生大臣曼本亨感谢中方对柬

医疗卫生事业提供的无私援助和支持，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方即刻派出医

疗专家、捐助医疗物资和设备，并向柬提供

疫苗援助。当前项目提供的物资和能力建

设是中方对柬的又一次及时援助。

世界卫生组织驻柬协调员勒哈格瓦多

赞赏中方发起该倡议，并表示及时处理具有

高度传染性的医疗废物，有助于减少其对环

境的影响。

视频会议结束后，高棉-苏维埃友谊医

院、国立儿科医院、长夏社医疗中心等3家医

院代表接收了项目捐助的部分设备物资。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三方合作项目在柬启动“诺基亚贝尔已准备好服务中国5G市场。”诺基亚

大中华区总裁、上海诺基亚贝尔 CEO马博策近日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已经完成所有招标

前的技术测试，测试结果和产品进展得到中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与运营商的认可。

在马博策看来，中国不仅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市场，

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他表示，尽管去年诺基亚

在中国5G业务市场遇到了一些挫折，但如今已经有了

改观。诺基亚产品能够很好满足中国运营商需求，质

量与去年相比有了显著提升。

马博策的信心来源于持续的技术投入与创新。“过

去 20 年，诺基亚研发投入近 1300 亿欧元，拥有 2 万多

个横跨各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专利族。”马博策介绍，目

前诺基亚在全球签署 165个 5G 方面的商业交易，其中

65个 5G 运营商网络已经正式上线。在 6G 方面，公司

不仅牵头推进欧盟Hexa-X 6G项目，还与中国移动联

合推进6G研究。

马博策说，诺基亚大中华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市场相比增长最为强劲，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23%。

“诺基亚贝尔已准备好全线5G产品组合，蓄势待发，服

务中国的5G客户。”

诺基亚贝尔依托中国市场及人才等资源开展研

发工作，快速满足中国市场 5G 建设需求。目前，诺基

亚贝尔拥有 6大研发中心，分布在上海、杭州、北京、南

京、成都、青岛，贝尔实验室（中国）设在上海。公司组

建了专门的 5G 研发团队，在中国有 7000 多名研发人

员，服务 1000 多个中国合作伙伴，并全力支持中国国

家战略的执行，如“双千兆”、数字经济、AI 和大数据、

数据中心等。

“经过这次疫情，我们看到 5G 网络能够更好地帮

助企业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也让我们更加坚信自

身的战略是正确的。”马博策表示，“中国提出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拓展 5G 应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

好的机会。”

马博策表示，作为唯一加入中欧企业联盟的欧洲

通信企业，诺基亚将全力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与可

持续发展，让创新技术成果服务关键领域，构建连接中

欧的桥梁，“成就世界合和共生”。

诺基亚大中华区总裁、上海诺基亚贝尔CEO马博策：

已准备好服务中国5G市场
本报记者 孙昌岳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的

超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正陷入左右为

难的境地之中：政策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不断减弱，持续加大的通

胀压力推升政策退出预期，但市场

对政策动向又高度敏感，处理不好

极易引发市场动荡，真是政策用不

好却又退不掉。

6 月 4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

据，5 月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

为 55.9 万个，低于市场预期的 65 万

个，延续了 4 月以来数据不如预期

的态势。走弱的数据纾解了市场的

紧张情绪，认为这将使美联储继续

延缓货币政策收紧的步调。不过有

分析指出，持续走弱的就业数据，反

映出天量超发的货币对美国经济的

刺激作用在逐渐减弱，意味着在市

场欢欣鼓舞的另一面，是美国政策

失效的风险在提升。

不断增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是

美国实施宽松政策面临的更大问

题。6 月 2 日，美联储发布被称为

“褐皮书”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

显示，美国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

供应链中断导致投入成本迅速上

升，建筑业和制造业原材料价格明

显上涨，销售价格也温和上涨，“未

来几个月成本和销售价格可能继续

上扬”。

一片看涨声中，美联储6月2日

宣布，将逐步且有序地抛售通过去

年疫情期间设立的“二级市场公司

信贷工具”购买的公司债投资组

合。这是美联储自新冠肺炎疫情后

首次开始抛售公司债，引发市场关

于政策变动的猜测。美联储发言人

当天言之凿凿地表示，这些资产组

合缩减与货币政策无关，也不是货

币政策的信号。分析认为，美联储

抛售公司债的举动颇有些“风起于

青萍之末”的意味。在通胀预期走

高的压力下，美国宽松政策收缩的

概率正不断加大。不过，既要应对

通胀压力，又要考虑政策收缩引发

市场震荡的风险，真可谓是“老鼠钻

风箱”——进退两难。

要说难，美国眼下最大的难题

还是财政。

5 月中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曾呼吁重新调整美国财政政策框

架，结束新冠肺炎疫情和修复疫情

造成的经济创伤，改变长期以来对公

共基础设施和机构投资不足，妥善应

对日益逼近的气候变化威胁，以及改

变美国面临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在美国多个重要经济部门工作的经历，让耶伦看到了美国

问题的一些症结：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可自由支配的政府支出被

严重压缩，导致公共投资不足。同时，收入越来越多地流向社会

最顶层，中产阶级家庭薪资停滞不前，医保、抚育儿童等成本又

不断上升，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积累了诸多经

济问题。

不过，耶伦开出的药方，无一例外地都需要海量资金，而对

于已是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而言，问题恰恰是缺钱。拜登政府

虽然提出企业税改革计划，拟将企业税率从 21%提高至 28%，同

时协调七国集团达成协议，同意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至

少 15%，但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除了加税，对外兜

售国债恐怕是美国眼下更现实更迫

切的选择。

只不过，这个时候购买美国国

债，还有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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