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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速递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7 月 4

日发表题为《大流行病将给全球半

数国家的财政账目留下大洞》的文

章称，新冠肺炎疫情将冲击半个世

界的公共财政。经济活动中断导致

的收入下降以及应对紧急情况的

支出增加，将留下巨额账单。一些

国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一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危

机还远未结束，但是在世界各地，

关于如何支付疫情留下的巨额账

单的辩论已经开始。布鲁塞尔提议

增加新的税种以筹集 440 亿欧元，

用以负担抗击疫情的部分经费开

支。在拉丁美洲，增加向最富有人

群征税的提议再次出现。沙特阿拉

伯等一些国家已经增加征税。西班

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也认为，税

制改革将“不可避免”。因为尽管人

们对这场公共卫生海啸存有各种

疑虑，但很明显，它将带来严重的

副作用，并将冲击半个世界的公共

财政。

经济活动中断导致的收入下

降以及应对紧急情况的支出增加，

将留下巨额账单。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预计，2020 年全球债务将达到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101.5%，比

2019 年增加近 20 个百分点。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税务政策与管理

中心主任帕斯卡尔·圣阿芒说：“很

显然，当前的支出需要用税收来负

担。但是，我们应该用税收为这整

场危机买单吗？不，不应为一切买

单。2008 年犯下的错误是试图过

早进行财政巩固工作，结果扼杀了

经济增长。”

专家们的普遍观点是：现在就

调整税收，将导致以后的账单金额

增大。

新冠疫情危机与大萧条的共

同点并不多。它们的起因、影响范

围和对损害的管控都是不同的。与

大萧条时期相比，各国政府采取了

更快的行动以避免发生更大的灾

难。从东京到华盛顿，各家央行几

乎都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经济复

苏所需的预期时间也与大萧条时

期有所不同。所有机构都预计，

2021 年将出现强劲反弹，但在除

亚洲以外的地区，这还不足以完全

收复失地。经济将恢复到疫情以前

水平的国家不会太多，而它们在支

出方面将继续承受压力。

专家提出的解决各种失衡问

题的第一个方法是进行结构性改

革，以实现生产率的回升，并为进

一步的经济增长铺平道路。保持稳

健的经济增长是强化财政账户的

主要办法。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

究所的研究员若尔特·道尔沃什提

醒说：“我认为我们从过去的错误

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无法创造奇

迹。当经济开始复苏时，将面临一

个艰难的问题：到底需要进行多大

程度的财税调整？”

经合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承

认，现在还无法知晓如何以及何时

能解决税收与账单之间的差距。该

报告称，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普遍

适用的解决办法。每个国家都有财

政主权，以及不同的税种组合和起

征点。

道尔沃什认为，在欧洲，税负

压力已经很高，调整要到 2021 年

或 2022 年才会到来。他呼吁当局

在解决问题时采取全方位视角，同

时考虑到气候变化、数字化率等因

素。他说：“目前的环境税较低，提

高其税率是合理的。疫情危机暴发

前的另一个议题是欧盟如何向亚

马逊、谷歌、脸书等跨国企业征

税。”在这方面，布鲁塞尔已经提出

了相关方案。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报

道，《参考消息》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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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上午，2020 厦门工

业博览会暨第 24 届海峡两岸机

械电子商品交易会(简称“厦门工

博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正

式开展。

本届厦门工博会为期 4 天，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厦门

市举办的首个产业会展活动和首

个大陆涉台会展活动。

设置 9大专业展区
本届厦门工博会以“后疫情、

智制造”为主题，聚焦智能制造，

由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台湾区电机

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厦门市对台

合作促进中心共同主办，厦门国

贸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本届厦门工博会展览面积 6

万平方米，约 3000 个标准展位。

展会在往届基础上进一步做“高”

做“精”，设置智能制造展、工模具

及功能部件展、橡塑工业展、机床

及激光设备展、台湾展区、印刷包

装暨广告设备展、环保暨流体机

械展、轨道交通暨智慧物流展、中

国国际水展等 9大专业展区。

智能制造展区魅力不减
厦门工博会的“老朋友”克服

疫情影响，踊跃参展，危中寻机，

智能制造展区魅力不减，是今年

展会的一大特点。宏山激光、大族

激光、奔腾楚天、香港龙记模具、

日本沙迪克、北京精雕、山崎马扎

克、松兴智能、台湾东刚、厦工股

份、加藤中骏、艾尔发等展商今年

继续大规模参展。

智能制造展区展览规模近万

平方米，集中展示各类工业机器

人、顶尖自动化控制产品、最新工

业电脑及系统、全自动影像测量

仪等高科技产品及技术。山崎马

扎克、美国高博、日本 NSK、日本

住野、永腾、大金、松兴等国际知

名品牌，以及台湾上银、台湾东刚

等台湾品牌集中展示。其中，山崎

马扎克已连续十几年参展，除了

展示加工中心外，还展示了系列

车削中心；松兴展示松下第五代

全数字智能焊机，将打造一场新

时代下智能制造精品的视觉盛

宴。

首次引入厦门国际水展
厦门工博会组委会今年首次

引入厦门国际水展，这是华东地

区专业性水展之一。

水展展位面积 4000 多平方

米，展位超过 200 个，汇聚卓勒、

赛莱默、纳川、安吉尔、3M 净水

等相关水产业知名品牌参展，并

邀请水处理、膜技术与设备、给排

水、智慧水务业界相关专家、学

者、企业精英共聚一堂，举行相关

会议研讨活动，为水产业交流合

作创造更多机遇。

论坛对接聚焦“新基建”
今年，厦门工博会组委会围

绕“新基建”等相关议题，策划组

织了系列论坛研讨对接活动。主

论坛“2020 海峡两岸经贸论坛”

携手两岸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精

英，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

共话后疫情时代行业发展。2020

中国(厦门)智慧物流产业发展论

坛等系列论坛对接活动，为采购

商、投资商、项目方提供高效对接

合作平台。

厦门国际水展还将配套举办

丝路水环境发展大会暨开幕式、

海峡两岸化工化学水处理高峰论

坛、新工艺高级研讨会以及国际

水展专场项目对接会等活动，促

进水产业交流合作发展。

红动中国

环球经济

功能多样的工业机器人引人关注

厦门工博会在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现场小朋友与机器人握手互动

厦门应急还贷资金

发放超 150 亿元
近日，据厦门市金融监

管局消息，厦门应急还贷资

金服务已提供周转资金超

150 亿元，服务 243 家企业，

发放笔数超 360 笔，节约融

资成本超 6000 万元。

应急还贷资金有效缓解

了厦门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助力

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和健康发

展，为疫情以来地方经济稳

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据悉，厦门市应急还贷服

务于 2018 年 10 月起正式运

行，为服务对象的生产经营贷

款续贷提供“无偿、短期”应急

还贷服务。该服务自运行以

来，不断优化升级，在疫情期

间更推出一系列专项扶持举

措，通过扩大适用业务品种、

合作机构，将服务对象扩大到

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

户等，进一步增强政策覆盖

面；以简化申请材料、线上审

批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全方

位实现扩量提质增效。

厦将举办企业出口拓内销对接会
为鼓励企业拓展国际

市场，支持适销对路的出

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着力

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厦

门市商务局将于 7 月 10 日

举办出口拓内销活动对接

会。

本次对接会开放线上线

下报名通道，同时邀请建发

股份、夏商百货、阿里巴巴

1688 等企业提供线上、线下

的展示平台。

据夏商集团消息，作为

线下展示平台之一，夏商百

货预计在中山路店进行外贸

商品联展。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对接会，接洽

有意向、符合相关资质的外

贸企业产品入场，帮助企业

拓展内销渠道，也进一步提

升百货的多样化、多元化。

据了解，厦门市商务局

近期密集走访联络一批重点

外贸企业，加大帮扶力度，完

善出口信用保险专项服务政

策，强化贸易救济、法律服

务、仲裁协助等，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

纳税信用A级企业数量大幅上升
近日，厦门市税务局依

托纳税信用管理系统，根据

近百个评价指标的“精准画

像”，完成了对厦门 35.48 万

户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级别的

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厦门市

企业纳税信用状况持续向

好，其中 A级企业数量大幅

上升，达到 2.48 万户，数量

及占比均实现翻倍增长。

据介绍，税务部门主要

从依法纳税主观态度、遵从

能力、实际结果和失信程度

等 4个维度，对企业纳税人

的信用进行综合评价。评价

结果从高到低分为 A、B、M、

C、D五个等级。

此次纳税信用评价，除 A

级企业数量较上年增加 1.27

万户、实现数量翻倍增长外，

厦门B级和M级企业数量也

稳中有升，达到28.07万户，较

上年增加了 1.88 万户；其中

M级以上企业户数占全市企

业户数的 86.1%，表明厦门企

业纳税信用持续提升。

全球半数国家
面临巨额疫情账单 □阿德里阿

6月 25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志愿者们制作救济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