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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社民党党代会：在舒尔茨的领导下启动有关大联盟的对话 

《每日新闻》网站 12 月 8 日讯  有关大联盟的争议令社民党感到恼火，而且这

需要时间。在社民党党代会上，代表们就共同执政、容忍还是做反对党进行了长达数

小时的辩论。虽然把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从 5 分钟缩短至 3 分钟，时间还是不够用，最

终辩论在傍晚 18 点不得不终止。在舒尔茨做了 75 分钟的讲话之后共进行了 5 个小时

的激烈辩论，依旧没能分出输赢。 

天早就黑了，但在位于柏林西部的会场中，社民党还有许多议程尚未完成。比

如，必须做出决策：是否应当与联盟党进行对话——当然是开放式、没有预设结果

的，就像党主席舒尔茨屡次强调的那样？随后，进行党主席选举。如果党代会最终决

定不与联盟党对话，对舒尔茨而言将是一次失败。他将会很尴尬，社民党的整个领导

层都会很尴尬，因为他们在本周初已经表示要与联盟党谈判。 

但是，代表们并没有反对，也没有让党主席限于尴尬境地。舒尔茨以 81.9%的支

持率再度当选党主席。这个结果很正常，在全票当选 9 个月之后舒尔茨的支持率终于

降到了正常水平，而此前舒尔茨早就表示，全票当选对他而言是一个“负担”。毕竟

3 月以来，社民党经历了许多事：在三场联邦州议院竞选中失利，在联邦议院竞选中

得票率仅 20.5%，两次断然拒绝再次组建大联盟政府，而后态度又发生 180 度大逆

转。出现这些问题，并不是舒尔茨一个人的责任，但他在政策上有失误。而大联盟的

反对者却并不太可能把怨气都发泄都舒尔茨身上，因为让一个被削弱的党主席去和默

克尔进行谈判，这在策略上显然是不明智的。 

社民党愿意与联盟党对话。党代会以令人吃惊的明显多数通过了与联盟党开展开

放式对话的决议。 

 

与联盟党对话：社民党的愿望清单 
    《每日新闻》网站 12 月 9 日讯  社民党将与联盟党就组阁进行对话，但社民党

拿出的愿望清单很长，从劳动力市场到养老金改革，涉及众多领域，其中的某些要求

将令联盟党十分头疼。 

欧盟与欧洲：舒尔茨在党代会的纲领性讲话中提出，要在 2025 年前建成一个拥

有共同宪法的“欧洲合众国”。曾任欧洲议会议长的舒尔茨始终致力于推进欧洲一体

化。社民党更为具体的要求包括：建立欧洲最低工资体制、加大力度消除青年失业与

儿童贫困、缩小企业税负差距以及消灭避税天堂。此外，社民党还主张建立欧洲货币

基金，以及加强欧盟国家在难民政策上的合作。 

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强调集体劳动合同和雇员在企业的共决权。如果没有特殊理

由，与集体劳动合同挂钩的工作合同将不得设置期限。转换成非全时工作的雇员应有

权转回全时工作。这也涉及男女平等：应立即实施男女同工同酬。 

房租刹车：制定一部新的法律替代房租刹车机制，并强化租客权利。尤其在大城

市，应通过建造社会住房增加价格合理的住房数量。 

养老金制度：社民党反对进一步降低养老金水平。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下，缴费

超过 35年的人的养老金收入应当高于基本养老金。 

教育政策：社民党要求从幼儿园到大学以及培训都应免费，并且受教育着应有权

要求全日制学习。 

健康：用覆盖所有人的公民保险替代目前的私人和法定医疗保险体系。应增加护

理业从业人员数量，并提高工资。 

难民：现代移民法应当更好地吸引合格的劳动力。社民党反对修改避难法，反对

设立接收难民人数上限。 

国内安全：社民党要求增加警察数量，加强犯罪预防和刑事处罚。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spd-parteitag-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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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保护：社民党主张发展可再生能源，并逐步退出煤电。 

 

德国选择党党代会：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为何如此强大？ 
    《每日新闻》网站 12 月 3 日讯  德国选择党的领导班子选举被视为政党未来发

展的风向标：是走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还是民族社会性路线。观察者们都很急

切地想知道，在被视为温和派的联邦发言人弗里克·佩特里（Frauke Petry）辞职之

后，德国选择党右翼是否会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从周六的情况来看，的确如此，政党的双重领导人首当其冲。约尔克·莫伊腾

（Jörg Meuthen）和格奥尔格·帕兹德斯基（Georg Pazderski）都来自西德。他们

一人是经济自由主义保守派，另一个是明显有志执政的法治派。但帕兹德斯基却出乎

意料地败给了党内右翼。右翼的民主社会性势力很突然地推出了之前并不出名的多丽

斯·冯·塞恩-维特根斯坦（Doris von Sayn-Wittgenstein）参加竞争。虽然她后来

退出竞选，但在她的步步紧逼下，经历了一场混战和有关党章的讨论之后，帕兹德斯

基也疲惫不堪地退出了。这让人想起早年的绿党党代会。 

于是，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成为这个年轻的右翼政党的超

级父亲和不同路线之间所罗门式的平衡者。他被认为和莫伊腾一样有团结力，但和后

者不同的是，高兰德明显属于右翼民族主义阵营。选择党的右翼成功地将领导人从温

和派的帕兹德斯基换成了内心倾向党内右翼煽动分子的高兰德。高兰德现在是选择党

中权力最大的人物，他不仅是政党的第二党主席，还是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与他共

同担任党团主席的是艾利斯·威德尔（Alice Weidel），后者的政治立场要温和得

多。由于莫伊腾身为欧洲议会议员常常要去布鲁塞尔，所以选择党的事务主要由生活

在波茨坦、并担任联邦议院议员的高兰德负责。 

高兰德喜欢挑衅。他被认为是选择党右翼意识形态代表人物布乔恩·霍克

（Björn Höcke）的拥趸，喜欢挑衅政治正确性，并常常越界。比如，他表示为纳粹

德国军队的士兵感到骄傲。与帕兹德斯基不同，高兰德认为应当警惕过早进入政府。

他视奥地利自由党为榜样，该政党目前正与基督教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平等谈判。他

还主张与公民运动保持联系，虽然他并没有明确说 PEGIDA（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

斯兰化）运动，但可以认为这是他所指的公民运动之一。 

莫伊腾是少数为选择党右翼所接受的温和派。在他的领导下，选择党取得了德国

政党历史上空前的成果。目前在德国 16 个联邦州中，选择党已经进入 14 个州的州议

院，首次进入联邦议院就成为第三大党。此外，在 2015 年卢克退党引发大批党员流

失之后，选择党的党员人数恢复到 28000人的高点。 

对于目前联邦层面的组阁困境，莫伊腾说，这是“老旧政党”在玩“沙盘游

戏”。但选择党也并没有能给出有意义的建议。假如联邦层面出现少数派政府，联盟

党将不得不在每次表决中重新寻求多数，这将加大选择党的政治重要性——这是联盟

党无论如何想要避免的。 

 

森特诺：从失败的银行家到欧元集团主席 
《明镜在线》网站 12 月 4 日讯   葡萄牙财政部长马里奥·森特诺（Má

rioCenteno）成为欧元集团的新主席。对这位经济学博士来说，这个升迁来得有点迟

也有点突然，而对希腊政府来说，任命森特诺可能意味着希望。 

今年春季，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就已经对森特诺赞赏有加，称他为欧盟国财长中的

“罗纳尔多”。这可能是对森特诺工作的最高褒奖，而在此前的几个月中，由于葡萄

牙左翼政府偏离了严格紧缩的路线，朔伊布勒不遗余力地对葡萄牙进行谴责。 

但后来，朔伊布勒从批评者变身为促进森特诺升迁的提携者。他能成为新任欧元

集团主席，在相当程度上要感谢德国政府。对于这个欧盟中最重要、最艰难的职位，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afd-parteitag-195.html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afd-parteitag-195.html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eurogruppe-mario-centeno-wird-eurogruppen-chef-ein-portraet-a-11816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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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 50 岁的葡萄牙人是默克尔心目中的理想候选人。欧元集团主席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协调欧元区 19 国的经济政策。然而，各成员国财长的想法却千差万别。森特诺的

前任——荷兰财长杰洛恩·戴塞尔布卢姆（Jeroen Dijsselbloem）在任期内就不得

不千方百计谋求妥协，数十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和对希腊严苛的改革要求不断引发争

议。 

森特诺本身就来自为欧元危机波及的国家。对这位经济学博士来说，这次的任命

来得有点晚。在 2013 年从政之前，他曾是一名失败的银行家。当时森特诺就职于葡

萄牙央行，担任经济研究部门的副主任。当主任的位子在 9 年之后终于空出来之后，

森特诺申请升任主任，但银行却终止了遴选程序，并公开解释称，候选人不具备这个

岗位所必需的能力。这对雄心勃勃的森特诺来说是一个耻辱，但随后发生的事却是再

好不过的。 

森特诺的父母是银行职员和邮政职员，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是模范学生。当他 15

岁时，父母为了让三个儿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举家从圣安东尼奥搬到里斯本。

马里奥在中学和大学都非常出色。他完成了数学和国民经济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并在

美国的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关于劳动经济学。森特诺年轻时是自由主义者，反对

提高最低工资。 

2000 年，他回到里斯本，在葡萄牙银行开始职业生涯。森特诺在葡萄牙央行工

作了 13 年，与此同时在布鲁塞尔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出任葡萄牙代表，该委员会为欧

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供咨询。随后，他的职业生涯出现停滞，他离开央行，开始

潜心担任顾问和大学教师。2015 年 11 月，他突然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新一届政府

上台后，新上任的来自社会党的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任命这位无党派经济学家为财

政部长。这一届葡萄牙政府是为共产党和左翼所容忍的少数派政府。 

森特诺和科斯塔从上任第一天就开始实行左倾政策，他们减税、撤销公务员降薪

措施、重新提高养老金和最低工资。可以将之称为“缓和的紧缩”路线。反对者预

言：赤字将升高，葡萄牙将陷入新的债务危机。但数据证明森特诺是对的。葡萄牙的

财政赤字从 2014 年的 7.2%降至今年的 1.4%，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超过 2.5%，创

下经济危机以来的新高。投资者购买葡萄牙主权债券所需的风险溢价因此正在下滑至

多年来的低点。 

森特诺很幸运，如果没有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个小小的经济奇迹可能不会出现。

其他地区的恐怖袭击和政治不稳定反而使葡萄牙的旅游业得以振兴，低油价降低能源

开支，欧元汇率长期低迷促进出口。但葡萄牙的经济的确变得更有竞争力，企业投资

和私人消费双双增长。森特诺亮出自己的观点，“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他说，“但

必须辅之以投资刺激”。森特诺以低调的风格和专业知识赢得欧洲政界的尊重。希腊

总理齐普拉斯也对他充满溢美之词，并称：“他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当希腊一旦达到

国际投资者的要求，摆脱严格的紧缩措施，也将奉行和葡萄牙一样的政策。 

明年 8 月，希腊的第三套救助方案到期，届时希腊将重新独立到金融市场融资。

欧元集团内部又将出现激烈争论，即是否需要在此之前给早已过度负债的希腊再次减

免债务。德国政府对此持彻底的反对态度。 

而森特诺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表示支持为希腊减免债务，当时他还是作为同样过度

负债的葡萄牙政府的代表。在新的位子上，他不可能再像这样态度鲜明。 

 

英国脱欧谈判取得突破，德国经济界松了口气 
《明镜在线》网站 12 月 8日讯  上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英国首相特蕾莎·

梅共同宣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脱欧谈判取得突破。“我们已经取得足够的进展，可

以进入第二阶段的谈判”，容克说。梅表示，这一进展将使谈判得以进入下一阶段，

即未来的贸易关系。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brexit-deutsche-wirtschaft-erfreut-ueber-erste-einigung-a-1182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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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克与梅宣布：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居民在英国以及英国居民在欧盟的居留权都

将得到保障。这对生活在英国的 300 多万欧盟居民，和生活在欧盟的 100 多万英国人

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容克表示，生活在英国的欧盟居民将仍然由欧洲法院管辖。 

梅还表示，英国将继续保持完整，且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将不会有“硬边

界”。爱尔兰继续留在欧盟，爱尔兰岛的北部是英国的一部分，因此那里将在英国脱

欧后出现唯一一条与欧盟之间的边境线。 

谈判形成的文件中称，将“保证”：在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将“完全符合”欧

盟内部市场与关税同盟的所有规定，这涉及到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合作、

爱尔兰岛上的经济以及 1998 年的“耶稣受难日协定”。 

对于英国脱欧谈判取得的第一个突破，德国和英国的经济团体松了一口气，但同

时也指出，未来贸易中的关税等麻烦问题都还没有澄清。 

“欧盟与英国所达成的一致对德国经济界来说是一份迟来的圣诞礼物”，德国工

商大会主席埃里克·施维策（Eric Schweitzer）说。 

“在就推出条件达成一致之后，就可以开始进入让企业揪心的问题了。”现在必

须赶紧着手经济界所关切的问题，包括关税、专业人才招聘以及供应链保障。“对德

国经济界非常焦急”，施维策说。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首席执行官约阿希姆·朗（Joachim Lang）表示，英国

有序脱欧的重重障碍已经被排除了一项，但未来的谈判任重道远。 

慕尼黑经济研究所（Ifo）所长克莱门斯·费斯特（Clemens Fuest）称本次谈判

突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他说：“现在欧盟应当争取与英国签署全面自由贸易

协定，从而全面降低英国脱欧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代价。” 

英国商会（BCC）表示，必须“彻底明确”英国与欧盟之间的长期贸易目标，

“企业想要知道，脱欧在各项规定、边境控制、员工雇佣、产品标准、关税和税收等

方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脱欧谈判获得进展之后，英镑兑欧元的比价一度创下 6 个月来的新高，但随后又

有所回落。 

经济纵横 
德国隐性通胀创新高 

《每日新闻》网站 11 月 29 日讯  最让德国人害怕的莫过于高通胀，而德国近年

的消费价格始终只有温和上升。2017 年 11 月的通胀率仅 1.8%，但实际上的货币贬值

情况却要严重得多。 

一些经济学家和货币专家早就不再信任官方统计数据。资产管理公司 Flossbach 

von Storch 的托马斯·迈尔（Thomas Mayer）说：“官方总是说，物价几乎没有上

涨。实际根本不是这样。只要看一下资产价格，就能发现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迈

尔曾任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实际上，本来就由 Flossbach von Storch 开发的资产价格指数刚刚创下 8.7%的

新高。房屋和股票大幅拉动价格上升。如不动产和土地等实物资产的价格涨幅超过

10%。 

资产价格指数不仅涵盖能源、食品和租金的价格变动，还涵盖房地产、债券、股

票、商业资产以及艺术品、老爷车和收拾等收藏品和投机品。而官方通胀率仅涵盖消

费物价。联邦统计局的消费价格指数是根据 600 项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计算出来的。

“消费价格指数与德国人的生活现实几乎无关”，曼海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洛里

安·施塔尔（Florian Stahl）批评说。 

经济学家和货币专家们提出了隐性通胀的概念，即“感觉到的”通胀。基金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总经理安德烈亚斯·乌特曼（Andreas Utermann）说，

所谓的效用估价法扭曲了数据，技术进步被计算为价格下跌，“这是无稽之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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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说：一家移动通信公司以同样的价格向顾客提供更多流量，“消费者支付的费用

并没有减少，但价格却降低了”，瑞士联合银行德国首席投资战略师马克西米利安·

孔克尔（Maximilian Kunkel）解释说。 

除数字化之外，全球化也压低物价。越来越多产自新型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廉价货物涌入德国市场，压低通胀水平。而工资是抑制物价的又一个因素。德国工资

水平的上涨程度低于预期。 

但据预计，德国的工资水平很快将出现上升。“在工资谈判中，雇员的谈判力将

增强，因为雇主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完成订单”，自民党政治家弗兰克·舍弗勒

（Frank Schäffler）说。 

现在，官方通胀已经有所上升。2017 年 11 月，油价和食品价格的上升使通胀率

达到 1.8%，此前分析家的预测数据为 1.7%。“通胀水平的拐点已经到来，只是还没

人意识到”，黑森州银行首席国民经济学家格特鲁德·特劳德（Gertrud Traud）

说。2018 年，德国和欧元区通胀率可能将逼近 2%。欧央行将因此面临压力，因为其

目标是将整个欧元区的通胀水平控制在将近 2%的水平。 

但即使欧洲的（官方）通胀率进一步攀升，欧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也不能简

单地提高利率。如果提高利率，南欧的许多坏账高企的“僵尸银行”可能会破产。许

多企业和私人家庭的负债也令人忧心。德拉吉左右为难，如果维持低利率，通胀进一

步上升，这对传统储蓄者而言将是可怕的信号，而对股市投资者和不动产所有人来说

则是好消息。 

在南欧，人们不为高通胀所动，而在德国却有着“对通胀的原始恐惧”，因为

1923 年和 1948 年的货币改革已经深深刻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20 年代的恶性通胀

令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当时一磅黄油的价格飙升至令人难以置信的 4 万亿马克。1923

年 1 月 3 日，1 公斤黑麦面包的价格还只有 163 马克，1 公斤牛肉是 1800 马克。而

1923年 11 月 19日，它们的价格分别是 2330 亿马克和 4.8万亿马克。1923 年 5月，

美元对马克的平均汇率为 1 美元兑 47,670 马克，到了 11 月 20 日，1 美元兑 42000

亿马克。 

二战之后，限制通胀成为德国央行的最高目标。时任央行行长的卡尔-奥托·波

尔曾把通胀比作牙膏：“如果一旦出了牙膏管，就几乎没法再把它弄进去了”。因此

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挤太狠。 

 

经合组织大幅调高德国经济增长预期 
    《明镜在线》网站 11 月 28日讯  经合组织将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1.7%上调

至 2.2%，将 2018 年预期从 2.0%上调至 2.3%。2019 年德国经济预期增长率为 1.9%。 

    经合组织解释说：“欧元区经济复苏促进了出口和企业投资，而低失业率和工资

增长拉动了私人消费。”此外，低利率和住宅市场的强劲需求拉动了建筑业的增长。

然而，经合组织也指出，德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改善儿童照管服务、加速宽带

建设、减轻低收入者负担。 

    “鉴于德国财政状况非常好，存在为优先开支项目提供资金和进行税收改革的空

间”，经合组织强调。虽然德国在儿童看护服务方面有进步，但幼童的全日托管仍然

存在缺口，而且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主要将减轻女性的负担，使她们得以将家务

与全时工作结合。”而且经济困难家庭的儿童将能更早获得帮扶。 

    经合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德国在高速互联网方面需要补课。他们认为，“德国在

高速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加快网络建设能改善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

的经济发展状况。” 

    据经合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创下 7 年来的新高。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

幅为 3.6%，2018年和 2019 年将分别达到 3.7%和 3.6%。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deutschland-oecd-erhoeht-wachstumsprognose-fuer-deutschland-drastisch-a-1180664.html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deutschland-oecd-erhoeht-wachstumsprognose-fuer-deutschland-drastisch-a-1180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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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景气状况良好当然令人振奋，但与过去的经济蓬勃发展期相比仍然存在不

足”，经合组织在报告中称。投资、贸易、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仍然没有完全摆脱

金融危机的阴影。如果要实现持续的强劲增长，要需要加大投资力度。 

据经合组织预测，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 2.4%，超过全球最大国民经济

体美国（2.2%）。2018年和 2019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2.1%和 1.9%。 

 

德国空缺岗位数量创历史新高 
《明镜在线》网站 11 月 29日讯  德国良好的经济景气状况造就“工作奇迹”。

联邦劳动署（BA）周三公布的岗位指数 BA-X 显示，2017 年 11 月空缺岗位数量创下

历史新高。2017年 11月的 BA-X指数为 249，较上月再度上升 3点，较去年同期上升

27点。 

联邦劳动署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空缺岗位最多的是贸易和工业领域，尤其是金

属、电气和钢铁工业，占空缺岗位总量的五分之一。 

空缺岗位增长最快的是企业服务领域，较上年增长 37%。该领域包括企业咨询人

员、广告代理、建筑师、中介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信息和通信领域的空缺岗位数量

较上年增加 25%。 

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兴旺。据联邦劳动署的数据，11 月份德

国失业人数为 238 万人，较 10月减少约 1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整整 15万人。 

面对这样的状况，许多企业深感头痛。据称目前德国企业平均需要 100 天才能招

到一个需要的人，这个时间是 2010 年时的两倍。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将能缓和德国

劳动力不足的状况。 

 

2018 年德国可能迎来工资上升期 
《明镜在线》网站 12 月 3日讯  在德国，抑制工资增长始终是经济政策的固有部

分。抑制工资的时代是否将要终结？2018 年有可能成为转折点，但还需要一些有力

的举措。 

工资其实应当大幅增长，因为条件已经难得地成熟：首先，失业率不断下降，劳

动力短缺状况空前；空缺岗位超过 100 万个，因缺少人手而无法完成订单的企业数量

创下新高；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企业因缺人而无法提高产量。 

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市场经济中，短缺应当在价格上有

所反映，若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劳动市场也是如此：如果雇员短缺，劳动力的

价格——工资就将上涨。 

理应如此。但在德国，几十年来抑制工资始终是经济政策的固有组成部分。抑制

工资的时代是否将要终结？有可能，2018 年将可能成为工资快速上升的转折点。但

其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需要企业、工会和政界共同努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的工资水平始终增长缓慢。在剔除通胀因素之后，

1992 年至 2010 年间德国每年的“实际”工资涨幅为 0.6%。在此期间，德国每工时的

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是工资增幅的两倍。 

在失业率高企的时期，抑制工资增长曾是理性的政策。德国登记失业人数一度超

过 500 万人。雇员和工会不惜代价，力求保住每一个工作岗位，他们与企业管理层结

成许多“劳动联盟”。由于工作岗位的短缺，工资增长受到抑制。 

但 2010 年之后，德国的劳动市场出现了巨大变化。与其他工业国家不同，德国

迅速战胜了 2008/09 年的经济萧条。劳动市场的欣欣向荣之态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在

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出现拐点的可能。其实，2010 年之后德国工资增幅也的确有所

扩大，平均年增长水平达 1.6%，但增长的动力并没有被完全释放。 

目前金属与电气业正在进行工资谈判。2018 年 1 月和 2 月，邮政、大众汽车和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arbeitsmarkt-brummt-freie-stellen-bei-werbeagenturen-architekten-maklern-und-it-dienstleistern-a-1180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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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等大型企业，以及建筑业和部分公共服务业也将开始谈判，而德国的工业和建筑

业的经营状况都非常好。德国商业银行的国民经济学家预计各领域在新一轮谈判之后

工资水平将上涨 3%。这听起来很正常，因为这意味着在目前的通胀率将近 2%的情况

下，购买力将增长 1%左右。 

但工会所注重的除了钱和岗位，还有工作时间的灵活性。比如五金工会除了提出

工资增长 6%之外，还要求能够允许雇员有最多两年时间缩短劳动时间。这是一个很

能令人理解的请求，但它却令许多企业头痛不已，因为缩短劳动时间会令现在就已经

存在的劳动力短缺情况雪上加霜。 

不过长期发展趋势增加了工会的谈判资本。经济景气向好的并不只有德国，其他

欧洲国家也一片欣欣向荣。目前，有大量欧盟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涌入德国就业，这使

德国大为受益，而今后这种势头将会逐步退潮，因为他们在家乡就业的机会将会增

加。如果社民党再度与联盟党组建大联合政府，并实现 12 欧元最低工资，这也将从

整体上提升德国的工资增长速度。 

在抑制多年之后，工资水平的补涨是合理的，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当劳动生产率

的增幅同步跟上，工资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因此，要保持收入长期合理增长，最首

要的是：增加投资。除了国家投资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升企业的投资。这也将成为新

一届联邦政府的一项核心任务。 

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企业的投资较危机前大幅缩减——尽管订单情况良好，利率

也极低。相反，它们积累越来越多的缓冲资金。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德国劳动

生产率的增长将陷入停滞，那么从长远来看可供分配的财富也将减少。但究竟是什么

抑制了德国企业的投资意愿？这个问题仍始终没有得到解答。 

 

德国经济界视美国税收改革为变相关税 
《明镜在线》网站 12 月 5日讯  经过许久的斗争之后，唐纳德·特朗普的税收改

革计划终于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对德国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问题。 

德国经济界的代表就美国政府税改计划的可能影响提出警告，他们认为，改革方

案包括引入某种进口平衡税。“这就相当于对来自国外的商品收取进口关税”，德国

工商大会（DIHK）主席沃尔克·特雷尔（Volker Treier）说。美国政府的目的是

“通过增加进口企业的负担增强国内企业的实力”。这对德国企业的影响尤其大，因

为它们向美国出口大量货物和服务。 

理论上，德国和其他出口国能够向世贸组织就这种贸易壁垒提出申诉，但这样通

常要拉锯好几年。特雷尔还担心世贸组织有可能解体。现在美国就已经在其中扮演阻

挠者的角色。德国工商大会认为，美国甚至有可能会彻底退出世贸组织，虽然目前来

看可能性还不太大。这对世界贸易来说无疑是“最坏的情况”，特雷尔说。 

不过，德国工商大会还是进一步调高了对德国出口的预期。“我们将出口预期增

长率从 4%调高至 4.5%”，特雷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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