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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国众议院上月通过减
税法案后，参议院２日凌晨以
５１票赞成、４９票反对的结果勉
强通过了自己版本的税改法案。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重要
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目的地，美国
进行大规模税改是否会在全球
范围内引发金融和产业资本大
举回流美国成为外界广泛关注
的话题。从４日开始，参众两院
将进行艰巨的“调和”协商，以消
除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目前，
两院版本在诸多细节上分歧很
大，如对个人所得税级的调整、
公司税减税的启动时间、税收抵
扣相关规定等。

分歧协商预计将非常艰难，
协商后达成的统一版本，还需分
别提交两院投票，两院均表决通
过后才能提交总统签署成为法
律。美国国会共和党高层希望能
在今年圣诞节前完成税改立法，
但分析人士称不能排除拖延至
明年初的可能。

从税改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来看，目前两院版本均偏袒富
人。据华盛顿智库税务政策中心
研究，本次减税的大部分收益都

将由高收入家庭获得。因此，本
次税改很可能加剧美国贫富分
化和社会矛盾。

从国际方面来看，此次税改
最大影响将是美国企业所得税
大幅降低，美国征税体制改变。

首先，美国企业所得税从
３５％大幅降至２０％。此外，对跨国
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
２．６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
纳１４％便可合法汇回美国。

其次，美国将目前的全球
征税体制转变为属地征税体
制，对海外子公司股息所得税
予以豁免。但同时，此次税改针
对跨国企业新增了２０％的“执行
税”，以限制这些企业通过和美
国以外分支机构的内部交易来
避税。这一新税种可能冲击国际
产业链，阻止跨国企业将产业
转移出美国。

税改法案有数百页之厚，内
容宏大繁复，分析机构和专家短

时间内均难断言美国税改是否
会立刻导致国际金融和产业资
本流动的巨变，认为应避免得出
过于简单化的结论。

首先，虽然特朗普政府宣称
减税有助于企业扩大投资、刺激
经济更快增长，但经济学家警
告，更低税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
大投资，企业也可能将更多资金
投入金融市场或用于分红，未必
有助于实体经济增长。

而且，虽然美国名义企业税
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但据经合
组织统计，由于种种抵扣和税务
漏洞，美国实际企业税率仅为
１８．１％，低于日法德英加意六国
１９．４％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
下，减税能否改变企业目前的投
资行为尚未可知。

其次，不能通过简单比较各
国企业税率就得出企业投资必
将流向低税率国家的结论，因为
税率仅仅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因

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市场规
模、供应链、产业集群、营商环
境、法治环境、宏观政策等。

观察人士指出，此次美国税
改最值得担心的，与其说是降低
税率，不如说是争夺税基，即通
过执行税将以往不纳税的国际
交易纳入美国纳税范围，或利用
税收杠杆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
留在美国境内。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研
究称，众议院税改版本给全球税
收体制协调及国际产业链带来
的挑战不容小视，如果这一版本
的议案最终成为法律，可能会迫
使目前诸多双边和多边税收协
定进行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尤其是
流动性更强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的当下，国际税收的协调问题变
得日益严峻。国际税收漏洞使跨
国企业得以疯狂避税，竞争性减
税可能恶化各国政府财政状况，
争夺税基则可能导致双重征税、
供应链扭曲等问题。因此，税收问
题已不仅是一国内政，而是需国
际合作的多边问题。

据新华社

美国税改将致全球资本回流？
国际税收漏洞使跨国企业得以疯狂避税，竞争性减税可能恶化

各国政府财政状况，争夺税基则可能导致双重征税、供应链扭曲等问
题。因此，税收问题已不仅是一国内政，而是需国际合作的多边问题。

4日，萨利赫身边的一名高
级官员证实，萨利赫当天被胡塞
武装打死。萨利赫成为继萨达
姆、卡扎菲之后倒下的第三个中
东政治强人。该事件的表象是也
门政府、胡塞武装、前总统萨利
赫残余力量三大势力矛盾分化
组合的产物，但背后仍是沙特
与伊朗新一轮博弈的反映。正
是由于在伊朗支持下的胡塞武
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之间
摇摆，萨利赫才遭此横祸。也门
的事态也表明，当前沙特与伊
朗的冷战化对抗正不断升级并
日趋白热化。

在中东地区，在地缘政治、
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大国干预
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地区

格局冷战化主要表现为以沙特
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
成的阵营化对抗，其主要内容包
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
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
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代理
人战争或竞争。争夺地缘政治主
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的表
现及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东国家的阵营化。
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以沙特和伊
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这导致海
合会和阿拉伯国家的分裂进一步
加剧。另有一些地区大国则游移
于两大阵营之间并企图渔利。

其次是中东地区矛盾的教
派化。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试

图通过“什叶派阴谋论”激活地
区教派冲突，以教派逻辑定义地
区关系和建立地区秩序，通过强
化海湾地区逊尼派同盟，对伊朗
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

最后是地区热点问题的代
理人化。在沙特、伊朗两个阵营
的对抗中，沙特、伊朗本身有美
国和俄罗斯代理人的色彩，沙
特、伊朗在中东内部又各有代理
人，形成双重代理人格局。2011
年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
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
黎巴嫩等国家展开持续不断的
博弈。随着沙特与伊朗博弈的升
级，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乃至伊
拉克的紧张局势都有进一步升
级的危险。 据《解放日报》

萨利赫倒下 中东冷战化加剧

前南战犯当庭服毒

临死高呼：绝不认罪

11月29日，设在荷兰海牙
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刑事法庭（前南刑庭）对波黑战
争时期6名前军队高官进行二
审宣判。在法官宣布6名被告之
一的斯洛博丹·普拉利亚克判
处20年监禁时，普拉利亚克大
喊“我不是战争犯”后当场服毒
身亡。

前南刑庭根据联合国安理
会决议于1993年5月设立，负责
审判1991年以来发生在前南地
区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
行。按照安理会决议要求，前南
刑庭应在2017年年底前完成使
命并关闭，剩余上诉程序将由
国际刑庭余留机制处理。11月
29日对普拉利亚克等人上诉的
裁决是前南刑庭关闭前最后一
场庭审。

据《新京报》

沙特、阿联酋结新盟

海合会前景堪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
5日宣布，已经与沙特阿拉伯达
成一致，建立全新合作伙伴关
系。阿联酋在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当天峰会
前宣布上述消息，令外界担心
海合会前景可能不妙。

海合会成立于1981年，成
员为沙特、巴林、阿曼、科威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六个国家，总
部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是海
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
织。今年6月，沙特、阿联酋、巴
林和埃及等国家以卡塔尔“支
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
全”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并对卡塔尔实施禁运封锁。卡
塔尔政府坚决否认这一指控。

据新华社

乌克兰逮捕

格鲁吉亚前总统

格鲁吉亚前总统米哈伊
尔·萨卡什维利5日在乌克兰首
都基辅被捕。萨卡什维利曾获
得乌克兰国籍、一度担任乌克
兰敖德萨州州长，但很快与乌
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决
裂，不仅乌克兰国籍被剥夺，在
乌避难申请也被拒绝。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萨
卡什维利被捕是因为涉嫌协助
犯罪团伙。如果这一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长5年监禁。当地媒
体和俄罗斯媒体播放的电视画
面显示，萨卡什维利被捕前，爬
上他在基辅市区住宅的屋顶，
向支持者发表讲话。萨卡什维
利指责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为

“叛徒”和“小偷”，称乌克兰当
局“无法无天”，呼吁乌克兰民
众走上街头，把这些“小偷”赶
下台。 据新华社

萨利赫：
权力角斗的牺牲品

对于也门民众而言，萨利赫
既曾是战争淬炼出的国家英雄，
又是大权独揽的铁腕统治者。为
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萨利赫在也
门内战中左右摇摆，最终成为地
区权力角斗的牺牲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副所长孙德刚认为，萨利赫虽
与胡塞武装同属什叶派分支宰
德派，却是务实主义者。他政治
经验丰富，善于在各派间纵横捭
阖、保持平衡，曾有人形容他“能
在蛇头跳舞”。同伊朗在中东地
区的争夺升级后，沙特向萨利赫
抛出橄榄枝，以提供援助为诱
饵，成功分化胡塞武装与萨利赫
的联盟。萨利赫又想在胡塞武装
和哈迪支持者之间“玩平衡”，于
是倒向沙特。此举自然激发胡塞
武装憎恨，报复随之而来。

过去一年来，胡塞武装一直
暗中分化支持萨利赫的武装力
量，“挖角”其麾下军官，逐步减
少对萨利赫阵营的依赖。这可能
是把萨利赫推向多国联军一方的
原因。今后也门局势如何变化，要
看萨利赫的政治盟友及支持他的
武装组织的决定。路透社说，萨利
赫身亡对胡塞武装是“巨大精神
鼓舞”，对多国联军则是“沉重一
击”。接下来，多国联军要么以大
量平民伤亡为代价继续发动攻
势，要么向胡塞武装作出一定妥
协，把对方拉到谈判桌。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认为，
萨利赫死后，也门战乱将进一步
加剧，两方内战很可能演变为三
方内战。 综合新华社

胡塞武装是也门反政府组
织，组建于2004年，以北部萨达
省为大本营。其前身是宰德派宗
教复兴运动组织“青年信仰者”，
由宰德派宗教人士巴达尔·丁·
胡塞组建。宰德派是伊斯兰教什
叶派一个分支，历史上曾经统治
也门。萨利赫上世纪60年代领导
军官组织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
国后，宰德派长期在政治上、经
济上被边缘化，对萨利赫政府强
烈不满。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青年信仰者”发起大规模示威，
反对萨利赫的亲美政策，遭到镇
压。2004年，萨利赫邀请巴达尔·
丁·胡塞的儿子侯赛因·胡塞到
首都萨那参加会谈，遭拒，随后
派军警抓捕，侯赛因·胡塞发动
叛乱。2004年9月，侯赛因·胡塞
被政府军打死，“青年信仰者”组
织因而改成“胡塞人”，即现在的
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的冲

突时断时续。萨利赫执政时6次
清剿胡塞武装。

2011年，萨利赫在席卷西亚
北非的政治大动荡中同意交权，
时任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
尔·哈迪次年当选总统。胡塞武
装参与萨利赫下台的谈判，却没
能进入过渡政府，也没能分享到
权力，后来继续与政府对抗。

2014年9月，胡塞武装夺取
萨那，占领南部地区，迫使哈迪
逃往沙特阿拉伯。同年年底，胡
塞武装与仍有武装力量支持的
萨利赫结盟，共同对抗获得国际
承认的哈迪政府。

2015年3月，沙特等国以军
事手段大规模干预也门内战，也
门局势进一步动荡。2016年7月，
胡塞武装与萨利赫领导的全国
人民大会党组成“最高政治委员
会”，同年10月组建所谓“民族救
国政府”。

只是，胡塞武装与萨利赫这
对老冤家的同盟并不稳固，内讧

不断。今年9月，胡塞武装单方面
任命“军队指挥官”、“最高司法
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等要
职，萨利赫拒绝承认，胡塞武装
因而威胁解除联盟关系。双方互
疑，随后愈发严重。

据新华网

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年之乱

一一名名胡胡塞塞武武装装人人员员站站在在空空袭袭

过过后后的的废废墟墟中中。。据据新新华华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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