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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3

财政思想史

机器人税的诸种考量
部性的货物或商品，国家
“寓禁于

除了机器人税如上诸多选项

问题， 被先进技术淘汰的从业者

又比如，税率的选择。机器人

机器人征税的话题。 从媒体报道
看出，今年 2 月份，欧洲议会曾对

近日一些财经媒体在讨论对

征”，通过征税提高其价格以降低
其销售，达到抑制的目的。 机器人

可以关注外， 机器人税支持者所
持有的理念也值得认真对待。

只能怨自己运气太差了。 其实，政
府和社会应该尽力弥补市场的不

税意在为受到机器人影响的失业
者提供补偿或培训，那么，机器人

向机器人课税的议案进行表决，

是一种新科技、新产品，不能抑制

我们知道，从古到今，每一项

足，给弱者以帮助。 如果说技术进

税就应该创造足够的收入。 税率

韩国的一项税改也被解读为机器
人税。 而机器人税动议的核心在
于机器人的大量使用替代了人工

其发展， 当然不应该被课以消费
税。 另外，国家也不应该对机器人
征收资本税。 历史上普遍的规律

技术的发明创造， 在带给人类方
便的同时， 也造成相应的传统行
业的衰落和这种行业从业者的失

步带来的市场优胜劣汰是第一次
分配， 这次分配主要遵循效率的
原则，那么，政府则可以实行二次

太轻无法获得足够收入则于事无
补， 税率太重则摧毁一个产业得
不偿失。虽然机动车船大量使用，

劳动， 使从事相关人力的劳动者

是，为了鼓励保护生产和投资，对

业。 从人类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这

分配， 通过二次分配矫正一次分

但我国的车船税仍然是一个小税

失业，影响到其生计，征收机器人

作为要素的投资品是不专门征税

当然意味着进步， 但如果从每一

配带来的问题， 这次分配遵循的

种， 收入总额不到总税收的

税则可以补偿他们的损失。
由于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机

的， 对作为投资品的工具如机器
等特别征税，将会侵蚀资本，伤及

个个体的体验和感受来说， 情况
就不是这么简单。 工业革命后机

是公平正义的原则， 具有人道和
人性的价值。

0.5％，车船税如此，机器人税又
能好多少？

税本，提高产品成本和价格，最终
妨害生产和投资。

器大量使用，机器不断淘汰人力，
不断将劳动者抛向失业的队伍。

但这种补偿理念只是一种理
想主义， 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这样

还有， 赞成征收机器人税者
建议，征收的税收将专款专用，用

但对于机器人征收增值税或
财产税则是可能的。 增值税是欧

虽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进
步， 但对某些具体个体来说则意

补偿的先例， 在现实操作中也困
难重重。

于培训或补偿被机器人夺了饭碗
的劳工。 但历史的教训表明，那些

盟等国普遍征收的商品税， 如果
机器人的使用普及化 ， 没有必要
继续享受免税优惠，那么，像其他

味着饥饿和泪水， 工人捣毁机器
的愤怒和悲伤完全可以理解。 显
然， 技术进步造成不同的获益者

比如说， 征税的时机如何把
握。 从补偿的角度说，只要机器人
被使用， 其对劳力的排斥就已经

被以某种名义征收， 声言将用于
特定目的的税收， 最终却并没有
用到承诺使用的地方， 专款并非

商品一样缴纳增值税并无不当。
我们还知道， 目前我国有一种财

和受损者， 两者的利益应该得到
一定的平衡。

开始， 因而对其征税而补偿受损

专用。 如果使用方向不能得到保

者的过程也应该开始。 但在机器

障，那么，不论初衷多么好，最终

产税，叫作车船税，是针对机动车
辆和船舶征收的。 既然对既可用

技术进步虽然最终带来整个
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 但当

人作为新生事物， 还未发展壮大
的时候， 征税无疑会将其扼杀在

难免南辕北辙。
在国外一些国家， 机器人税

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经营的车
辆船舶征收财产税，那么，对类似

初必然是有些人得到巨大的利益
而另外一些人受到一定的损失。

摇篮之中。 向机器人征税，必然应
该在机器人以及普遍使用的时

已经成为税收争议的热点之一，
但从各方面情况考虑， 我国短时

的机器人实行同样的税收也无不
可。 当然，无论是征收增值税还是

如果前者从其所获利益中拿出一
定的份额补偿后者，那么，技术进

候，这时候机器人已经成长壮大，
而且具有宽广的税基。 韩国等国

期内并无征收机器人税的条件。
不过对这个有趣的税收进行思考

财产税， 前提是机器人已经被大
量而普遍的使用， 我国目前还不
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

步无疑具有更为普惠的价值。 但
按照优胜劣汰法则， 自然运行的
市场并不能自发纠正和解决这些

家之所以将机器人税提上日程，
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机器人已经得
到广泛的使用。

并不多余， 因为说不定将来某一
日，条件成熟 了，这个税收也可能
在中国实行。

内对默克尔的批评声音也在增多。
选择党的崛起并不只是这个

其实对欧洲一体化没有什么兴趣。
在选择党崛起的背后是德国

的经济崛起。现在的德国已经不同
以往，尤其是欧债危机之后，德国

克尔和马克龙在未来四年如何引
领欧盟的发展，马克龙想恢复法德

党选举策略的成功， 更多的是德国
政治气候， 尤其是政治地理的重大
转变。 选择党简单来说就是反建制
派，反移民、反穆斯林，就像选举漫

政治地理的变化，支持选择党的选
票基本来自东德，有些选区，选择
党成为主流的政党。有的选民认为
德国政府向难民撒钱，但是德国养

的严厉紧缩政策其实就是德国利
益优先，也引发了欧元区内部的争
吵。 经济上的纷争，利益的重新分
配极可能变成欧洲的政治挑战。

轴心的结构， 让法国重新上岗，至
少和德国一起驾驶欧盟这辆列车。
马克龙终归还是年轻气盛，从目前
来看，两个具有权威人格的政治家

画中展示的怀孕的白人女性说，要
制造新德国人，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老金领取者却没有办法买一副眼
镜， 普京是欧洲和平的唯一守护

知名的国际政治专家罗伯
特·卡根在《天堂与实力》这本书中

合作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至
少，马克龙在索邦大学
“
唤醒”欧洲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这次选
举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之一，多元
主义政策正在遭遇现实的挑战，从

者， 而德国依然在美国的占领之
下。 这样的观点看起来非常劲爆，
但是也看得出来，东西德统一将近

提出，
“
苏联的垮台不仅消灭了欧
洲的战略对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消灭了地缘政治存在的必要。许多

的说法，有些让德国人受不了，包
括欧盟应该持续扩大， 包括巴尔
干半岛等等。 默克尔未来的政府

2016 年科隆性侵案开始， 德国也
发生了多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虽

三十年了，但是裂痕犹存，尤其是
在默克尔这位来自东德的总理治

欧洲人都将冷战的结束看作战略
假期。 ”冷战的和平红利在欧洲释

无疑继续会从欧洲优先的道路上
后撤， 法德轴心之间的距离也会

然官方认为并非难民所为，但多是
移民二代所为。文明的边界日渐清

下， 这种裂痕最终产生了政治后
果，过去七十年来，没有极右翼的

放殆尽，现在的欧盟面临着英国脱
欧、特朗普、普京、难民危机、恐怖

拉大。
从二战结束以来， 欧洲的和

晰，进而引起了德国人的身份的疑
惑， 甚至是德国国家身份的迷茫，

政党能够像选择党这样来势汹汹。
这次大选让
“
德国例外论”变

主义袭击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这
些挑战叠加在一起，欧洲的战略假

平化依赖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
诺， 而近代四五百年一直浸染于

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 谁是
德国人？难民或者移民带来的国家

得不再可信。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
的
“
自我驯服”是欧洲一体化的动

期要结束了。
不可否认，在默克尔治下，德

战火的欧洲一夜之间放飞了和平
鸽，从权力结构来说，无疑是一

克尔的施政方针也必然需要做出

身份问题正在成为安全问题，在德
国之外更是如此。
德国大选之后两天， 法国总
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的演讲无疑

力，也是欧洲政治格局历史性变化
的基础。 德国成为
“
经济动物”，选
择党在议会中获得了 94 个席位，
表达了与德国主流观点相左的立

国已经崛起， 成为被邀请的领导
者，战后欧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受到德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选
择党可能是德国政治出现病症的

次历史性的坍塌。 现在欧洲面临
内外安全问题，尤其是恐怖主义
已经关系到欧洲的文化和国家
身份，这样的挑战只有欧洲自己

党选择党几乎是政治不正确的象
征， 没有哪个党愿意与选择党合

妥协。默克尔建议现任的财政部长
朔伊布勒到议会任职，可能将财政

让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化。马克龙提
出要更加深度的欧洲一体化，包括

场。未来德国在欧洲可能需要重新
定位， 究竟德国优先还是欧洲优

征兆，以默克尔过去十几年的政治
经验和谋略， 可以治疗德国的病，

才能完成救赎。 德国这次大选无
疑宣布，欧洲人的战略假期结束

作，即便默克尔为了组建政府愿意

部长的位子拿出来与另外两党进
行谈判。可以说，未来四年任期中，

建立欧洲共同防务机制。马克龙的

先，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战后德国

可能下一次大选，选择党的地盘会

了，还是要自力更生，至于欧洲

演说在多大程度上是
“配合”默克
尔，也很难说，亲商的自由民主党

是将自己融入到了欧洲一体化的
进程，以欧洲一体化的水撑起德国

大幅度缩减。现在需要关注的是默
克尔政府未来四年的政策选择。默

采取何种安全观，还是看默克尔
以及法德之间的合作程度。

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股发
行审核、监察最好透明化进行，
对于不称职的和问题发审委员
要有严惩措施。
我们期待 A 股发行制度真
正市场化的改革， 发行过程最
好全部透明化， 发审委会议问
答和发审委员工作流程应该全
部网络公示， 每个发审委员对
每一次发审过程和结果签字
时，明确通过与否决的原因，让
外部了解其决策过程， 如果违

注册申报， 利用目前的网络、大
数据来信息验证， 确保 IPO 项
目的真实性，利用区块链技术检
测企业上市前的财务信息、账务
信息、业务往来，这样就会让上
市公司造假的难度大幅提升，上
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能
得到有效解决，监管和投资者的
维权也将会变得容易起来。 而
且，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所有
经营行为都需要得到交易对方
和外部的约束，造假的难度和成

本就会很大，对于监管部门而言
只需要提高违规和造假的成本，
鼓励外部监督和有奖举报制度，
让整个信息披露更加接近真实
性，而不是像目前这样让发审委
这 66 个人去验证真伪， 他们也
不可能做到全面验证，只能根据
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局部把关
（类似盲人摸象）， 很难做到对
审核对象的客观认识。而目前互
联网技术、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
的发展，为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和

外部监督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这
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尽早适应
和改革监管体制。
当务之急， 探索大数据监
管、尝试区块链应用，提高违规
成本，引入集体诉讼，让市场越
来越透明和越来越市场化是 A
股市场恢复信心的根本所在，而
非目前这样换汤不换药、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

器， 被认为有可能在某一天超过
人类，所以，机器人税往往被误认
为机器人获得纳税主体资格，成
为纳税人， 像自然人或企业法人
那样向国家纳税。 其实，所谓机器

文 / 梁发芾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人的税收优惠，机器人税负增加，
因此被认为是征收了机器人税；
机器人税也可能是一种消费税
（货物税）， 如果这种税收向生产

人税，仍然是向机器的生产者、销
售者、 使用者或拥有者征收的一

厂商征收，那么是消费税，只征收

种税收或一组税收， 在可以预见

户；如果对机器人拥有者征收，可
以分年度多次重复征收，那么，它
就是财产税， 与车船税的性质类

的时间内，不管机器人多么智能，
它仍然是一种工具， 并不具有财
产权，当然不可能成为纳税主体，
不可能成为纳税人。
机器人税可能就是一种增值
税。 机器人属于新技术、新产品，
为扶持其成长在一段时期内免征
增值税，如果取消豁免，和其他商
品一样缴纳增值税， 如韩国的所
谓机器人税其实就是取消对机器

一次， 税负随价格转移给终端用

似； 如果针对生产经营部门使用
的机器人征收，那么，就是一种资
本税或生产要素税。
从税收发展的历史来看，早
期消费税 （货物税） 几乎无所不
征， 但随着所得税的发展和增值
税的推广， 消费税的范围越来越
窄， 课税对象往往是具有很高外

新政治经济学

德国大选与欧洲战略假期的结束
德国大选结束了， 本来显得
沉闷的大选却成为欧洲今年选举

文 / 孙兴杰

过程中的
“
黑天鹅”，默克尔赢得了
总理的位子，却输掉了大选，极右
翼的选择党不仅进入了联邦议会，
而且成为第三大党，大大改变了德
国政党的格局。 可以说，这次大选
让
“
德国例外论”破产了，默克尔一
度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
柱石， 德国是西方世界的另类，但
是这次大选之后，只能说德国并没
有在西方世界思潮转换中
“
免疫”。
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安全形势
可能正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德国的
这次大选就是一个症候。
默克尔的胜利也证明她是一
个成熟有谋略的政治家，但是这次
大选之后，默克尔的选择空间大大
被压缩。 现在的执政伙伴，社民党
遭遇 70 年来的惨败， 拒绝再度与
默克尔合作，原因很简单，如果再
合作下去，社民党不可避免地要遭
遇泡沫化，沦落为小党。 而第三大

与选择党合作，两党的席位还是不
能过半，如果选择党入阁，自由民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主党和绿党必然拒绝合作。选择党
的崛起让默克尔的总理位子更加
脆弱， 要组阁就必须放下身段、拿
出诚意，当然还有内阁中的一些重
要的职位，才能获得自由民主党和
绿党的合作。
默克尔多次入选《福布斯》最
具有权势的女性，但是第四个总理
任期意味着诸多的不确定性，眼下
面临着一场艰难的组阁谈判。默克
尔几乎没有选择， 只能和自由民
主党和绿党合作，但是各党之间的
政策立场有很大的分歧， 因此，默

默克尔难以成为强势总理，而且党

核心话题

IPO 可尝试引入区块链技术
媒体披露的 66 名新一届主
板、创业板发审委员名单，看起
来依然是证监会主导下的权力
发审机构，虽然专职委员的人数
比例大增，但都来自地方证监局
和交易所，而兼职的发审委员也
大都来自与 IPO 业务紧密相关
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
师事务所等，如此一来权力发审
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只
是切蛋糕的人不同而已。

文 / 苏培科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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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与此前大肆渲染
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办法》（新修订的
发审办法）落差太大，并没有让
外界清晰看到新一届发审委员
产生的过程，也不清楚那个发审
委内部监察委员会究竟如何发
挥作用？ 尤其发审委员所在的证
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究竟如何客观面对自己所
属单位的 IPO 业务？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些机
构只要有人成为发审委员，其业
务量会大增，不管这名发审委员
回避还是不参与自己单位上报
的 IPO 审核，但或多或少都会影
响 IPO 的进程和结果。 如果这些
问题不能彻底有效解决，更换发
审委员依然只是换汤不换药。 虽

然新的《发审委办法》采取了连
坐机制， 但惩罚力度还是太轻，
这也是 A 股市场发审委员屡屡
曝出丑闻的主要原因。 从这次发
审委的名单来看，来自各家机构
的发审委员都是各机构的一把
手和主要负责人，而发审委员从
事的工作是一个很具体、很繁重
的事务，他们能有足够的精力投
入发审委吗？
虽然证监会在内部设立一
个监察委员会， 但这相当于一
个内审部门。 如果监察委员会
不引入外部力量和机制来透明
监察，则很难发挥效果，从目前
的趋势来看很有可能会成为摆
设。 如果证监会想让发审委透
明廉洁， 就必须要让监督约束

心投票和不负责投票， 也应该
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和责任追
溯， 避免 A 股市场继续被人为
输入有毒公司。
但通过目前的发审机制很
难做到，毕竟是人为在操作这一
进程， 期间很难剔除人为因素，
而且人的精力、能力和知识相对
有局限性。 因此，在目前现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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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出游 留影别留憾
中秋、“十一”将至，很多人都

先生每张照片需要交费 80 元，30

景区中购买商品和游乐产品时，一

在谋划着利用这难得的 8 天小长

元一张的价格仅仅是照片的价格，

定要选择景区内正规场馆，切勿相

假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外出游玩。 殊

未包括服装费、 塑封费等其他费

信个人游商的忽悠，在接受服务前

不知，随着小假期的来临，不少陷

用。 由于工作人员并未事先告知，

要问清消费明细。 3. 在景区内消费

阱、骗局也接踵而至，一不小心就

闫先生认为自己的消费者权益受

后要注意留存消费凭证，一旦遇到

会落入骗子们精心设计的陷阱中。

到了侵害，故向工商部门投诉。

审委框架下，我建议不妨引入发
审会旁听机制，确保发审委工作
的公开透明，让发审委工作真正
暴露在阳光下，而不是目前的闭
门表决机制。
当然，如果从长远来考虑的
话，不妨在 A 股发行、信息披露

照留念，于是到景区的照相点请工

区 旅 游 的 消 费 者 ：1. 在 景 区 游 览

作人员拍了几张照片，照相点门口

时，要聘请正规导游，切勿轻信无

方面引入新技术， 比如在 IPO
环节不妨探索用区块链技术来

的挂牌上标明“30 元一张”，但当

证违规黑导游推荐和带领的非正

闫先生交费时，工作人员却告诉闫

规景点及景点相关付费项目。 2. 在

消费者闫先生，利用暑期时间

暑期的出游高峰刚刚过去，又

带孩子到北京某著名景区游玩。 游

即将迎来“十一”小长假出游小高

玩途中，闫先生与孩子想在景区拍

峰。 为此，海淀分局提示计划到景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或与商家产
生纠纷时， 应及时向相关部门反
映，保护自己的合法消费者权益。

红盾之窗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