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主管主办
敬请关注
国际金融报官微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３１－００１６

２０17年 8 月 7 日 星期一

邮发代号：３－９３

李嘉诚在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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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经济制裁
国际金融报记者 ｜ 袁源

近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对
委内瑞拉、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四
国签发经济制裁令。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制裁， 肇始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近百年间，欧
美国家将此作为外交中的常备 “武
器”。

从使用效果看， 根据彼得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的加利·克莱德·霍夫
鲍尔研究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 美国单方面经济制裁成功率
仅为 10%左右。
那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效果又如何呢？
联合国数据显示， 伊拉克被制
裁 6 年后，儿童死亡率翻了一倍，其
中，5 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增加了 6

倍。
缅甸被制裁数年， 造成 4 万10 万人失业， 其中大多数是女工，
不少因为生存从事卖淫等非法活
动，成为艾滋病受害者。
俄罗斯被制裁三年来， 按俄罗
斯总统普京提供的数据， 俄罗斯损
失 500 亿至 520 亿美元，但那些实
施制裁的国家损失更多，约 1000 亿
美元。

不难看出， 经济制裁的人道主
义成本、经济成本，以及政治成本极
大。 而且， 根据华东政法大学国际
法学院教授杜涛在接受 《国际金融
报》记者采访时的说法，经济制裁在
法律逻辑和政策目标逻辑上， 充满
谬误。
遗憾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对经
济制裁没有很好的钳制力量。

企业、 银行以及被指控干预去年美

一串制裁令：
俄、伊、朝、委一个都不少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
俄制裁法案有‘明显缺陷’”，但是面
对国会的紧逼，他还是在 8 月 2 日对
俄罗斯新一轮制裁法案上签了字。
这份法案对俄罗斯公司和个人
做出经济制裁，涉及能源行业、军工

国金观察 ｜

国大选的机构。
特朗普当天签署的制裁案，还
涵盖对朝鲜与伊朗的新制裁措施，
借此惩罚前者的连续导弹试射与后
者的核武器发展计划。
稍早几日， 由于委内瑞拉 7 月
30 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特朗普
7月 31 日下令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实施经济制裁。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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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税改能否扛过阵痛期
中， 印度在 190 个国家里排名第
172 位。 旧税制还造成政府财政控
制力过弱，印度税收占 GDP 比率仅
有 16.6%，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这导
致政府行动能力下降， 特别是在基
础建设成为印度经济重大制约的今
天， 增加政府财源进而增加基建投
资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税改，将用统一的全国商
品和服务税（GST）来取代繁琐且混

黄小鹏

一场充满政治格斗和经济阳谋的经济制裁令发布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如何“相处”，成为世界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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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月 1 日开始， 印度正式推

乱的邦州地方税和联邦税。 GST 是
许多国家的主体税种，它是一种流

行新的全国性商品服务税（GST），
以取代独立以来运行了 70 年混乱
不堪的旧税制，但这项改革短期却
引发了诸多混乱。 8 月 3 日公布的
PMI 指数从上月 52.7 暴跌至 7 月
的 46， 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下

转税，与中国的增值税相类似，GST
征管高效、逃税不易。 此次税改将
扩大税基、提高征收效率、促进企
业间的公平竞争，印度将因此拥有
现代税制，扫除了现代化路上的又
一道障碍。 有人认为，公民的税感

滑。
印度独立之后经济发展并不理
想， 这个人口大国受制于一系列体
制弊端， 长期未能进入快速发展之
路。 这些制约因素包括：政府腐败、
管制过多、低效国企占比高、对外资
封闭、地下经济规模大、政府财政控
制力过弱、 经济诸侯化等。 特别是
因为缺少全国统一税制造成的经济
分割， 严重制约了其经济潜能的发
挥。 在国与国之间经济日益一体化
的今天， 印度却一直没有形成统一
市场，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葩事。
近十几年来，印度一直进行市场导
向的改革， 大幅消除体制弊端，例
如，去年 11 月发布“废钞令”以打击
腐败和地下经济， 而此次税改更为
重要，它被誉为所有经济改革之母，
说它影响到印度经济的未来都不过
分。
一直以来， 印度税种超过 500
个，且各邦州独立制定税率，商品跨
越不同邦州需要缴纳邦税，落后的、
糟糕透顶的税制抬高了经济运行成

将会因税改而提高，进而鼓励人们
监督政府以要求更好服务，进而收
获“民主红利”，因为长期以来官僚
主义就是制约印度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 这个说法多少有点牵强，
但不妨加以关注。 有一点倒是可以
肯定，那就是在一项接一项重大改
革成功后，政府的执行力阶段性得
到提升，形成良性循环，对后续改
革非常有利。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认
为，中国 1994 年包括金融、财税、
外汇、外贸的全面配套改革是人类
改革史上的奇迹，眼下印度的改革
措施虽然不好与之相提并论，但同
样意义深远。
税改实施前，人们预测 GDP 增
长率将因此提高 0.5-2 个百分点，但
和去年废钞一样， 此次税改也因衔
接不当出现了很多混乱， 短期经济
未能得益反而受到拖累。 媒体大量
报道这些混乱， 给人一种税改失败
了的错觉， 这与去年废钞时的情形
十分相似。 事实上，废钞的积极意义
正在体现，笔者相信，税改短暂混乱

本，在世界银行“纳税便利度”调查

之后，或迎来长期红利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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