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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26 日威胁

说，将对法国开征数字税采取实质

性报复措施，包括对法国葡萄酒加

征关税。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迅速

回应说，法国政府将坚持执行这项

征税决定。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与法国

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马克龙强调开

征数字税将是 8 月在法国举行的

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议题。 分析人

士认为，特朗普以关税“大棒” 威

胁法国，可以视为七国集团峰会数

字税争议问题的“前哨战” ，但法

国这一举措得到欧盟多国支持，恐

怕不会被特朗普的威胁轻易吓倒。

特朗普 26 日在推特上发文

说，“如果有人向他们 （美国互联

网企业）征税，那也应该是他们的

国家———美国。 我们将很快对马克

龙的愚蠢决定宣布对等报复措

施” 。

法国参议院 7 月 11 日投票通

过征收数字税的法案。 根据这项法

案，全球数字业务年营业收入超过

7.5亿欧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

入超过 2500 万欧元的企业将被征

收 3%的数字税。 一旦法案生效，谷

歌、脸书、苹果、亚马逊等为代表的

美国互联网巨头受到冲击最大。

而就在法国参议院投票前一

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

根据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对法国政府提议征收数字税

发起为期一年的调查。 这意味着美

国可能会以“不公平” 为由，对从

法国进口的产品采取加征关税或

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特朗普有意瞄准法国葡萄酒

“开刀” 。他先是在推特上说“美国

的葡萄酒比法国的好” ， 随后又向

记者们表示，法国这一错误决定将

影响其出口活动。 “我劝你们不要

这么做，因为我要对你们的葡萄酒

征税。 ” 特朗普喊话式地威胁说。

面对特朗普的威胁，勒梅尔的

回应也很硬气，“我们希望在七国

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

下达成协议。 同时，法国将执行征

税决定” 。

法国征收数字税并非心血来

潮。 实际上，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欧

盟官员对数字税一事酝酿已久，一

是因为对一些互联网巨头通过把

利润转移到欧洲低税率国家避税

的做法早已不满，二来新税种可以

缓解各国财政压力。 法国政府认

为，在数字经济时代，针对互联网

企业的征税制度长期存在漏洞，应

该推动税收改革。 法国财政近来面

临较大压力也是促成法国征收数

字税的客观原因。

据报道，除法国外，奥地利、英

国、西班牙、意大利也已宣布计划

征收数字税。

分析人士认为，法国之所以有

底气“硬扛” 美国关税威胁，在征

收数字税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一

大原因是背后有欧盟多数国家撑

腰打气， 希望法国扮演领头羊角

色。 此外，法国在通过征收数字税

法案时，应已考虑到美国可能的反

弹，法国率先“发难” ，也是为促使

其他欧盟国家抱团跟进。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欧各种

摩擦不断，法德等欧洲国家对美疑

虑加深。 欧盟与美国科技企业的矛

盾愈演愈烈。 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

的垄断、避税、隐私保护不力等都

严加惩罚，苹果、谷歌、脸书等知名

美国科技企业都未能幸免。

此次数字税争端开辟了美欧

纷争的新战场，预计也将成为 8 月

下旬七国集团峰会的焦点之一。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本月 17日至 18日在巴黎北部城镇

尚蒂伊举行。 针对颇受关注的数字

税争端， 法美两国财长虽然作出有

限妥协，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特朗普“发飙” 后，法国总统

府 26 日晚发布消息说， 马克龙当

天和特朗普通电话时说，七国集团

峰会是推进数字税的 “重要机

遇” ， 两国应就达成国际性共识继

续努力。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的“301

调查” 也好，特朗普的种种威胁也

好，都是美法、美欧为未来的贸易

谈判和博弈争取更多筹码。 数字税

会不会成为美法关系分水岭，七国

集团峰会上有望见分晓。

据新华社

特朗普扬言报复，马克龙拒绝让步———

数字税成美法两国关系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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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纷争新战场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首都

雅加达地面下陷趋势难以缓解，总

统佐科·维多多打算加快在雅加达

周边建墙，防止海水入侵，避免这

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没入海中。

雅加达市人口超过 1000 万，

算上周边城镇， 首都圈人口大约

3000万。大量用水需求导致地下水

过量开采，城市建设同样加剧地面

沉降。 雅加达地处爪哇岛西北海

岸，濒临雅加达湾，地势低洼，易受

海水侵入。

总统佐科 26 日在雅加达告诉

美联社记者，打算推动海墙建设项

目，“这项巨大工程需要迅速落实，

以避免雅加达沉入海中” 。他说，印

尼政府十年前开始考虑这一计划。

在雅加达西北部麻拉巴鲁地

区， 地面沉降构成的威胁已经显

现。 那里十多年前遭遇洪灾，随后

沿海岸建起混凝土墙，墙体现在已

经开裂。

美联社记者看到，海水顺裂缝

流向街道，海墙靠近雅加达湾一侧

一座清真寺一半已经没入海中。 附

近两名居民说，家里经常被淹。

雅加达是全球下陷速度最快

的城市之一。 印尼万隆理工学院大

地测量学家赫里·安德烈亚斯说，

在雅加达北部部分地区，地面已经

低于海平面 2 至 4 米，正继续以平

均每年 20厘米的速度下沉。

“雅加达不断下沉，” 安德烈

亚斯说，“如果沉降速度不变，到

2050年，雅加达北部 95%将淹没。 ”

那意味着雅加达三分之一地域将

浸泡在海水中。

就整个雅加达地区而言，地面

以平均每年 10 厘米速度下降。 同

时，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升

高，使形势更加严峻。

佐科 5 月赢得总统选举，获得

第二届 5年任期。 他告诉美联社记

者， 将坚定推进关键项目和改革。

为缓解首都圈压力，他考虑将首都

迁出爪哇岛。

印尼全国将近 2.7 亿人口的

57%集中在爪哇岛。 佐科说：“我们

不想所有的钱只聚在爪哇岛。 我们

希望爪哇岛外面也有钱。” 他说，迁

都同时考虑洪水和地震威胁因素，

希望首都安全，远离灾害。

佐科没有提及新首都选址，说打

算将那里作为行政中心，而雅加达

作为商业和经济中心。

美联社报道，雅加达海墙项目

预期耗费 420 亿美元， 分三个阶

段。 首先加固现有 30 公里海岸防

护堤，继而新建 17 个人工岛，最后

在雅加达湾西侧和东侧建造巨大

海墙。

这一项目进展缓慢，缘由是反

对意见认定建墙成本高昂，担忧海

墙给当地渔业造成负面影响。

雅加达北部小渔港麻拉红溪

63岁渔民潘迪从事贝类捕捞。他告

诉美联社记者， 海岸施工已经开

始， 迫使他前往更远的地方捕捞。

在他看来，偶尔被淹是海边生活的

一部分，而海墙会让他丢掉生计。

万隆理工学院大地测量学家

安德烈亚斯主张缩减海墙初期建

造规模，以减少开支。 按他的设想，

可以先建造 20 公里海墙， 保护最

脆弱地区。 那比原计划缩短三分之

二，可以为政府争取时间，日后再

解决其他地区海墙建设问题。

防止海水入侵，避免这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没入海中

印尼欲建“海墙” 防首都下陷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一家民营火

箭公司 27 日下午在北海道发射一

枚小型火箭，但以失败告终。 火箭坠

毁于附近海域。

据日本共同社 27 日报道，日本

星际科技公司 27 日下午在北海道

发射了“MOMO” 4 号小型火箭，结

果火箭升空到 13 千米处出现发动

机故障，后坠毁于附近海域。

这是该公司第四次发射这种小

型火箭，前两次均失败，只有今年 5

月初进行的第三次发射高度超过了

100千米，取得了成功。

“MOMO” 火箭是这家公司研

发的小型液体燃料火箭， 全长约 10

米，直径约 50 厘米，发射重量约 1.1

吨。 根据设计，它最高能到达 120千

米的高度。 这种火箭并不能用于发

射卫星， 但可以携带多种低轨道观

测设备， 并利用降落伞回收有效载

荷部分。 星际科技公司创办于 2013

年， 是日本首家尝试独立发射火箭

的民营企业。 尽管屡遭失败，但该公

司仍计划攻克技术障碍， 并研发可

发射卫星的商用火箭 “零（ZE-

RO）” 。

据新华社电 大批蝗虫连日来

席卷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不

少网友在社交网站晒出蝗虫铺天盖

地的景象。 一些人说，场景犹如恐怖

片。当地昆虫学家认为，出现这一现

象源于过去数月降水量增加。

美联社 27 日援引内华达州昆

虫学家杰夫·奈特的话报道，内华达

州中部和北部出现的蝗虫数量 “不

正常，但并非没有先例” ，过去 30 多

年出现过数次类似情形， 大约六七

年前有过一次。

奈特说， 这种蝗虫是沙漠地区

常见昆虫之一， 不传播疾病， 不咬

人，“可能也不会” 啃咬植物叶子，

居民和游客不必恐慌。现在蝗虫“部

队”正向北移动，拉斯维加斯可能需

要数周才能恢复正常。

蝗虫夜间容易受紫外线灯吸引。

当地官员建议居民，如果希望蝗虫远

离自己家，室外不要用紫外线灯。

日本民企发射火箭

再次遭遇失败

蝗虫席卷

美国拉斯维加斯

据新华社电 缅甸北部克钦邦

帕敢地区政府 28 日证实，当地一家

翡翠开采企业的矿坑堤坝当天凌晨

2时左右发生塌陷，导致 13 人死亡、

5人失踪。

帕敢镇区综合管理局一名官员

告诉新华社记者， 发生塌陷事故的

企业位于帕敢镇区赛木乡克伦羌存

村附近。 目前已找到 13 具遗体，仍

有 5 人失踪， 另有两名警察已被送

往医院救治。

这名官员说， 堤坝塌陷时泥土

落入矿坑底部泥浆池中， 造成泥水

向堤坝反冲， 泥水潮冲毁了堤坝上

的员工宿舍和警察宿舍。 事故发生

后， 帕敢地方政府和当地警察局已

组织救援行动。

缅甸塌陷事故

致 13人死亡

雅加达街景

特朗普 马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