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否认其竞选团队“通俄”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２

日说， 他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方
面 “绝对没有勾结”。

曾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迈克尔·弗
林１日承认， 他曾就个人与俄罗
斯方面的接触问题向联邦调查局
作伪证。

这是特朗普在弗林承认作伪
证后首次就 “通俄门” 调查作出
反应。 特朗普说， 他并不担心弗
林会对 “通俄门” 调查人员说些
什么。

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弗
林１日表示， 同意全面配合 “通
俄门” 调查特别检察官罗伯特·

米勒， 调查俄罗斯涉嫌通过网络
攻 击 干 预 美 国 大 选 和 特 朗 普
竞 选 团队涉嫌勾结俄罗斯方面
的指控。

特朗普此前一直表示， 他的
竞选团队中不存在勾结行为。 在
弗林认罪后， 白宫律师泰·科布
发表声明说， 弗林的认罪和有关
他的指控除了他个人以外不涉及
任何其他人。

弗林是由米勒主持的 “通俄
门” 调查起诉的第４人， 也是首
位被起诉的前特朗普政府官员 。
分 析 人 士 指 出 ， 随 着 弗 林 认
罪 ， “通俄门” 调查将进一步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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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紧急召回部分婴儿奶粉
新华社电 法国卫生部２日发

布公报说， 因疑似导致沙门氏菌
感染 ， 有关部门紧急召 回 由 法
国 乳 品 巨 头 拉 克 塔 利 斯 集 团
生 产 的 不 同 品 牌 共 １２批 一 段
婴儿奶粉。

公报说 ， 来自法国８个大区
的２０名半岁以下婴儿近期感染沙
门氏菌， 经调查， 已确认其中１３
名婴儿在感染前曾食用今年７月
中 旬 至 １１月 底 之 间 产 自 拉 克
塔 利 斯集团同一生产地点的一
段婴儿奶粉。 该集团已宣布紧急
下架相关产品， 并对已出售产品
进行召回。

此次召回的奶粉包括３５０克
装无乳糖贝果一段婴儿奶粉等。
法国卫生部要求家长 立 即 停 止
使用这些奶粉 ， 并在儿科医生
等专业人士建议下选择适当的替
代品。

公报还指出， 除已在卫生部
网站公布的１２批婴儿奶粉外， 相
关 品 牌 其 他 批 次 产 品 仍 可 正
常食用。

沙门氏菌是常见的食品污染
源， 常通过被污染的食品传染
给 人 类 ， 可引发急性肠胃炎 。
感染者临床表现包括发热 、 腹
泻、 呕吐等。

美国税改会否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

也门反政府同盟内部冲突升级
已造成80人死亡
新华社电 萨那消息 ： 据也

门胡塞武装和前总统萨利赫方面
的发言人消息， 双方军队２日在
首都萨那的交火升级， 目前已造
成８０人死亡、 逾１２０人受伤。

胡塞武装和萨利赫于２０１４年
年底组成同盟， 对抗也门总统哈
迪领导的合法政府 。 今年９月 ，
胡塞武装宣布任命“军队指挥官”
“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 和 “财政部
长” 等要职。 萨利赫随后发表声
明， 拒绝承认胡塞武装的单方面
任命。 对此胡塞武装则威胁解除
双方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１１月２９日， 萨利赫支持者拒
绝胡塞武装进入萨利赫清真寺庆
祝第二天的伊斯兰教重大节日圣
纪节。此后，萨利赫麾下的共和国
卫队和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零星

交火。
２日早上 ， 双方交火升级 。

当地安全部队告诉记者， 街上有
重型和中型武器。 另据当地居民
说， 双方出动了坦克等， 在萨那
街上展开战斗， 数以千计的民众
和儿童被困萨那中部。 目前， 共
和国卫队已占领机场、 总统府和
部分重要政府机构， 并宣布晚间
１０时后在占领区施行宵禁。

胡塞武装则声称已控制了原
属于萨利赫的 “今日” 电视台。
此前不久， 萨利赫刚刚通过该电
视台发表讲话， 呼吁城内全体安
全部队、 部落武装和民众加入军
队， 捍卫国家， 反抗胡塞武装。
萨利赫在讲话中还呼吁其领导的
全国人民大会党和沙特阿拉伯领
导的多国联军展开直接和谈。

作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最
大的 “成绩”， 美国３０年来最大
的税改法案即将出炉。 美国公司
税率将大幅降低， 征税体制也将
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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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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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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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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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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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总理和法国总统
通电话讨论库区问题
新华社电 伊拉克总理办公

室３日发表声明说， 总理阿巴迪２
日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解决伊中央
政府和库尔德自治区 （库区） 之
间的问题。

声明说， 阿巴迪和马克龙都
强调， 对话应在保证伊拉克统一
的基础上在宪法框架下进行。

马克龙重申， 法国支持伊拉
克统一和领土完整， 支持伊拉克
中央政府控制所有边境口岸。 阿
巴迪表示， 应团结所有力量应对
伊拉克战后建设面临的挑战。

马克龙２日在巴黎会见来访的
库区政府总理内奇尔万·巴尔扎尼后
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尽快启动伊
拉克库区和中央政府的对话。

声明提出， 对话应围绕四个
基础条件展开： 一是完全承认由
伊拉克中央政府管控边境； 二是
逐步解除伊拉克境内的民兵武
装， 包括 “人民动员组织”； 三
是应按照伊拉克２００５年宪法的精
神， 实现伊拉克各地区预算平衡
和财政转移支付较为公正； 四是
完全尊重伊拉克宪法中关于领土
的表述。

２０１４年， 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 在伊拉克攻城略地， 以 “人
民动员组织” 为代表的民兵武装
随后形成。 “人民动员组织” 由
多个民兵组织组成， 其中多数为什
叶派武装。 这支准军事力量听命
于伊拉克政府， 在打击 “伊斯兰
国” 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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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人工智能， 就是抓住新
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重心。 随着
信息基础设施完善， 人工智能加
速“落地”，进入应用爆发期，世界
主要国家纷纷抢占这一风口。

在近日于京召开的 “全球思
想盛筵———人工智能与人类文
明” 论坛上， 国际数据集团IDG
发布白皮书称， 2020年全球人工
智能支出将达2758亿人民币， 未
来五年复合年增长率超50%。 我
国人工智能处在什么水平？ 如何
抓住机遇 “弯道超车”？ 与会专
家、 企业家展开头脑风暴。

竞争力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马利在会上说， 人工智能的概
念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提出， 在数
字化的进程中， 世界对其的认知
不断发生变化。 这次人工智能浪
潮伴随着信息技术深度开发应
用， 嵌入了广泛的生活场景， 是
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

我国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无
论研发还是应用都取得较大成
果 。 数据显示 ， 2007年至 2016
年， 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论文中，
我国占比近20%， 发明专利授权
量世界第二。 过去两年， 我国新
增人工智能企业数超过前10年的
企业数总和， 一批龙头骨干企业
加速成长， 纷纷加速技术出海。

“人工智能核心是数据 ， 数
据源于用户。” 今日头条高级副
总裁柳甄说， 加速全球范围资源
整合， 将在实践中极大范围争取
数据， 精确算法， 推动应用不断
完善。

专家认为， 不断积累的技术
能力与数据资源、 巨大的应用需

求、 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机结合，
构成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优
势， 使我国在这轮竞争中与发达
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图灵奖获得者、 中科院外籍
院士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会上
认为，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
策源地， 但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
场、技术、人才等方面均处在前列，产
业竞争力正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加速向实体经济领域渗透
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 “炫

技 ”， 更要发挥 “四两拨千斤 ”
作用， 产生效益。 专家认为， 当
前， 人工智能应用已在社会生活
领域加速推开， 下一阶段要做好
人工智能与产业的 “加法”， 使
其对生产端带来变革。

轻轻点击， 智能货架就能推
送喜欢的产品； 试穿泳衣， 试衣
间会呈现沙滩等情景； 所有信息
都将反馈制造端， 实现精准供给
……不久前， 服装企业爱慕集团
在北京开设智慧店铺， 将人工智
能技术与零售制造融合。

在制造业领域， 依托人工智
能数据处理、 图像传感、 智能控
制等技术， 越来越多的无人工厂
诞生，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柔性
生产正在实现。

我国出台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 提出将在制造、 农
业、 物流、 金融、 商务等多个重
点行业进行融合创新。 工信部也
将人工智能定义为新一轮产业变
革的核心驱动力， 提出加速人工
智能技术在传统行业落地， 通过
数据应用与智能连接， 提升生产
效率和质量， 实现精准供给。

“通过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深

入应用， 培育新增长点、 形成新
动能， 是推动产业提升的重大契
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钱颖一说。

制定规则 让人工智能
“善意” 发展

对很多新技术和产业而言 ，
决定其健康发展的往 往 是 规 则
和秩序 。 人工智能同样如此 。
在成为国际竞争新焦点、 经济发
展新引擎同时， 人工智能也面临
新挑战。

人工智能是更注重“智”还是
更注重“人”，如何让其不“失控”，
充满“善意”和“责任”的发展一直
是业内争论热点。

“在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
业化的早期阶段， 不少人对人工
智能带来的经济、 法律、 伦理等
问题开始担忧。 幸运的是， 很多
的风险刚露出苗头。” 今日头条
创始人张一鸣说， 人工智能最核
心的要义是 “人”， 科技企业对
人工智能的研究应将技术研发与
社会影响同时推进。

专家认为， 我国要在规则制
定中走在前列。 这包括产业和社
会两个层面 。 一方面 ， 领军企
业、 科研机构要通过研发、 出海
等方式加快制定技术、 产业发展
“游戏规则”， 抢占标准话语权；
另一方面， 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
关法律、 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
探讨， 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
理道德的边界。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
认为， 这既有政府的努力， 也是
企业的责任。 “毕竟， 科技决定
奔跑速度 ， 秩序和道德决定方
向。” 他说。 据新华社

人工智能风口已至
我国如何“弯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