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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 歐盟捂緊“錢袋子”

成 員 國 多 繳 會 費 ， 縮 減 開 支 ……
2018 新年假期剛剛結束，歐盟就開始為
英國“脫歐”之後將帶來的巨額財政預
算缺口做務實打算。英國“脫歐”對歐
盟“錢景”影響幾何，相關各方對此問
題密切關註。
分析人士認為，財政預算問題不僅
關系到歐盟機構能否正常運轉和各項改
革、 政 策 措 施 的 落 實 ， 若 不 能 妥 善 解
決，還會削弱歐盟凝聚力，動搖歐洲民
眾對一體化的信心。就此來看，英國
“脫歐”帶來巨額財政預算缺口的影響
不容小視。

度財政框架”下運行，目的是保證在至
少 5 年的周期內穩定實施歐盟計劃。當
前的預算計劃覆蓋 2014 年至 2020 年，預
算總額超過 9000 億歐元（1 美元約合 0.83
歐元）。
歐盟預算主要有三大來源，一是成
員國按其國民總收入一定比例繳納的
“會費”，占歐盟預算收入總額的 70%
以上；二是增值稅；三是從歐盟外部邊
境征收的關稅等。預算主要用於農業、
貧困地區發展、教科文、對外援助和歐
盟機構行政開支等。為確保歐洲糧食安
全和緩解歐盟內部的貧富分化，歐盟用
於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和支持落後地區的
歐盟預算“劫富濟貧”
團結基金占預算支出的大頭。
根據歐盟法律，歐盟預算在“多年
不少人認為，從歐盟預算來源和支

巴西 2018 年糧食收成預計低於去年

但將創歷史第二高
綜合報導 巴西地理統計研究院（IBGE）預計，2018 年巴西糧食收
成將達到 2.24 億噸，和 2017 年相比減少 6.8%，但也會成為歷史第二高的
紀錄。
據報道，巴西 2018 年糧食收成的減少主要是由於玉米和大豆的產量
會下降，預計玉米和大豆的收成分別為 8450 萬噸及 1.12 億噸，相比 2017
年減少 1500 萬噸和 2700 萬噸，但預計 2018 年的大豆收成會是歷史第二
高的紀錄。
巴西地理統計研究院分析師卡洛斯•阿爾弗雷多•古埃德斯（Carlos Alfredo Guedes）表示：“2018 年很難達到 2017 年的水平，不過氣候
條件已經有所改善。由於幹燥，我們已經推遲了大豆的種植，可能也會
推遲第二季玉米的種植。”
“去年 11 月份，長期的幹燥導致一些作物的種植出現了延誤，但 12
月份的大量降雨改變了這種情況，因此我們對大米、大豆等作物的產量
預期進行了調整。”他說。
巴西地理統計研究院此次對 2018 年糧食收成的預期高於去年底的預
期。在上次預期中，2018 年的糧食收成為 2.19 億噸。此外，2017 年的收
成預期為 2.41 億噸，同比增長 29.5%。
“需要強調的是，由於 2017 年的糧食產量破紀錄，所以 2018 年的對
比基數很高。我們預計 2018 年大米、玉米和大豆的產量都會減少，而這
三種作物的產量占到了糧食總產量的 94.4%，收成面積占到了 87.9%。”
卡洛斯說。

83 國召回 1200 萬箱法國問題奶粉

制造商稱將補償
綜合報導 法國乳制品大型廠商拉克塔利斯公司（Lactalis）執行長
本月做出承諾，將補償所有因旗下問題嬰兒奶粉而受到影響的家庭。
據報道，此前，由拉克塔利斯公司生產的嬰兒奶粉遭沙門氏菌汙
染，影響全球 83 國，召回 1200 萬箱嬰兒奶粉。
該公司執行長貝斯尼爾（Emmanuel Besnier）接受法國媒體訪問時
說：“我們必須考慮召回行動的規模，逾 1200 萬箱(嬰兒奶粉)受到影響
。”他補充表示，經銷商不必再分類產品，“他們知道所有產品都必須
下架”。貝斯尼爾承諾將補償所有受波及的家庭。
他表示，他最在乎的是這個健康危機對消費者的影響，包括 6 個月
以下的嬰兒。他告訴法國“星期日報”（Journal du Dimanche）：“我
們和我個人都非常重視此事。”
據悉，有許多孩童因飲用拉克塔利斯生產遭沙門氏菌汙染的奶粉而
生病，受影響的家庭紛紛向拉克塔利斯提出控訴，官司件數達數百起。
目前為止，法國通報 35 起嬰兒喝下問題奶粉後致病的案例，西班牙
傳出一例，希臘也正在調查另一起病例。代表受害消費者的組織則
表示，有關當局低估案例數量。
貝斯尼爾說：“有人投訴、有人調查，我們都將全力配合調查。”

屆時歐盟面臨的困境是，一方面預
算收入大幅減少，另一方面還需要大幅
增加開支以應對移民、內外部邊界安全、
氣候變化、科技研發以及增加投資促進
經濟增長等挑戰。增收節支過“苦日子”
變得不可避免。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日前在一次歐
盟內部會議上表示，為彌補英國“脫歐”
帶來的財政預算缺口，歐盟其余 27 個成
員國未來需要向歐盟預算繳納更多資金，
同時削減部分開支。他呼籲打破歐盟預
算 占 歐 盟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 1% 的
上限，以便為有效實施歐盟政策提供充
足資金。
歐盟委員會負責預算的委員京特· 厄
廷格在一場記者會上表示，英國“脫
歐 ”留下的預算“黑洞”一半將由成員
國新增繳納金額填補，另一半則通過縮
減預算開支來消除。農業領域和團結基
金是被提到頻率最高的削減開支項目。
增收節支過“苦日子”
歐盟委員會作為歐盟預算的提出和 此外，歐盟還計劃通過對塑料包裝征稅、
執行者，計劃在今年 5 月份向成員國提 將碳排放交易收入從成員國預算上交歐
盟預算等措施增加收入。
交下一個多年度財政預算方案。
據歐盟統計，英國作為歐盟預算的
財政預算方案恐撕裂東西歐
凈貢獻者，若按計劃在2019年“脫歐”，
對於歐盟增收節支的新舉措，每個
將導致歐盟每年超過 120 億歐元的預算
成員國各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歐盟智庫
缺口。

出結果來看，其實是一種“劫富濟貧”。
因為成員國經濟體量越大，繳納的“會
費”數額越大。此外，成員國還通過共
同農業政策以及團結基金等工具，從歐
盟預算中獲得撥款。這意味著有些成員
國不僅繳的少還會拿的多。
將繳納數額與所得相減就能得出誰
是凈出資國，誰是凈受益國。通常德國、
法國、英國等富國是歐盟預算的凈貢獻
者，而波蘭、希臘等相對窮的國家則是
凈受益者。
據外媒報道，每年約有 350 億歐元
的資金，相當於整個歐盟預算的四分之
一，從富國流入窮國。德國每年在歐盟
的支出和收入差達到 129 億歐元，其次
是英國和法國，差額分別約為71億歐元。
而獲利最大的國家是波蘭、希臘、羅馬
尼亞、匈牙利等國。

意大利大學生無力支撐學費輟學
引減免學費之爭
綜合報導 近日，意大利帕維亞大學
的一名女大學生，因無力支付學費被迫
終止學業，準備尋找工作。意大利國家
參議院議長格拉索了解情況後，向議會
發出動議，並希望通過立法來解決大學
的收費問題，引起爭議。
據報道，格拉索表示，輟學的女大
學生曾表示，非常喜歡所學的專業，希
望通過努力完成學業。但她向學校提出
家庭困難減免學費申請時，學校答復今
年已經沒有名額。這名同學只好休學前
去打工。據悉，格拉索關於全面減免學
費的議案提出後，支持者有之，反對者
的呼聲更高。
報道稱，意大利民主黨和意大利
力量黨批評格拉索的提案完全不切合
實際。此間，兩黨的新聞發言人異口
同聲，一致認為全面免收大學學費固然
是一件好事，但錢從哪裏支出無法解
決。據悉，此項財政支出每年將高達收
16 億歐元。

在地球上的恐龍，新物
種被命名為西伯利亞泰
坦巨龍（Sibirotitan astrosacralis）。
消息稱：“這是第
二個在俄羅斯獲得學名的蜥腳類生物，也是在亞
洲發現的最古老的泰坦巨龍類物種。新物種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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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葡萄牙、荷蘭、盧森堡、比利時
等國較意大利來說，收費大學比例更多，
價格更高。從學費手續標準看，法國大
學學費普遍低於 600 歐元，意大利大學
學費標準則為 200 歐元至 2488 歐元。
獎學金方面，意大利獲取獎學金的
大學生比例為 9.4%，荷蘭、比利時和葡
萄牙則為 20%，盧森堡為 99%，英國更
多的則是提供低利率的助學貸款。

龐大的身形和奇特的骨骼結構得名 Sibirotitan astrosacralis。”
據悉，西伯利亞巨龍屬於蜥腳類巨龍物種。
研究人員指出，新發現的巨龍並不是該物種中體
型最大的，它有一條巨大的長尾巴、細長的脖子
、體重約 10 噸、身長 12 米左右。西伯利亞巨龍用
四足行走，為食草恐龍，由於其身形巨大很少受

到攻擊。
據了解，在俄羅斯最著名的恐龍遺址之一
——克麥羅沃州，在不同時期發現的牙齒、椎骨
和長約半米的骶骨，為科學家們描述新的蜥腳類
物種提供了幫助。
目前，化石保存在托木斯克國立大學，而
骶骨陳列在學校的大廳內。

海天旅遊
電話：312-326-3800

綜合報導 大街小巷經常都
會看到的下水道窨井蓋，一般人
不會特別註意，但在日本，幾乎
每個城市，都能看到五顏六色的
下水道井蓋,上面印有動物、風
景、歷史故事或是城市特色，極
富設計感。
在日本，人們不僅關註，甚
至還會到全日本大小城鎮尋找及
搜集它，因為它在日本是一種藝
術品，蓋上的圖案能展現不同地
方的歷史與文化特色。
目前，日本大約 1700 個城
鎮的窨井蓋都有獨特的設計，總
設計圖案高達 12000 種。有花鳥
蟲魚，也有著名的 kitty 貓。這些
窨井蓋上的圖案除了增添街道的
風采，還能讓人從腳下開始認識
一座城市。

OCEANIA TOURS
www.octourusa.com

免費電話：800-513-3800

傳真：312-326-2882

E-mail: octusa@yahoo.com

地址：2160 S. Archer Ave. 2FL, Chicago, IL 60616
★ 代理理：聯聯合，美國，海海南，中華，達美，長榮，⽇日航，韓亞，韓航，國泰，國際，東⽅方，南⽅方等

各⼤大航空特廉機票。
★ 全⾯面綜合服務，代辦中國，越南簽證，中國護照入台簽證，量量⾝身訂作專業遊學計畫，學程規劃及

專⼈人在美⽣生活照顧。安排赴台健檢醫療，美容，微整形等項⽬目。提供中⽂文打字和翻譯服務。
最新線路路｜歡迎來來電洽詢
• 美東經典 5 / 6 天 $397起

•

芝加哥⼀一⽇日遊（三） ⼤大⼈人$35 ⼩小孩$25

•

芝加哥周邊⼀一⽇日（四）⼤大⼈人$45 ⼩小孩$35

• 德州六城全景遊 5 / 6 天 $585起

•

芝加哥－威⼠士康辛四⽇日遊（四）$305

• ⻄西雅圖 3 / 4 / 5 / 6 / 7 天 $255起

•

三⼤大湖芝加哥底特律律6/5/4⽇日遊 $305起

• 美加兩兩國深度遊 6 / 7 / 8 天 $613起

具體⾏行行程請來來電洽詢，提供機場接送，包⾞車車

天葡萄牙、西班牙閃亮之旅
黃⽯石國家公園
5 / 6 / 7 / 8 天 $535起
• 11

旅遊服務，可根據客⼾戶需求訂製⾏行行程。接待

價格合理 熱情周到

火⼭山湖國家公園
4 13
/ 5 日遊
/ 6 / 7 天 $345起
5 星遊輪
• 南極冰川

來來美商務考察團和旅遊團。

最大程度幫助合理避稅

•
•
•
•

服務社區 回饋社區
電子報稅 快速到帳
公司財務
公司設立
其他財稅事項

據了解，意大
利公立大學減免學
費的原則是根據意
大利教育、大學和
科研部下達的減免
學生學費名額，依
據學生家庭收入情
況，給予在校學生
減 免 200 歐 元 至
2488 歐元的學費。
目前，在歐盟
的 28 個成員國中，
僅有德國、瑞典、丹麥、挪威、馬耳他、
塞浦路斯、芬蘭，以及希臘和英國的蘇
格蘭地區 9 個國家和地區免收大學學費。
其中，唯有德國、瑞典可靠財政支撐大
學學費，其它國家，特別是希臘，已經
很難繼續應對龐大的財政支出。
據歐盟數據，歐洲各國公立大學收
費學院所占比例，意大利為 90.2%，法國
為 60.8%，西班牙為 70%，羅馬尼亞則為

“腳下”藝術：
日本下水道井蓋圖案多姿多彩

俄生物學家發現恐龍新物種
命名為西伯利亞巨龍
綜合報導 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近日發布
消息稱，該大學聯合托木斯克國立大學學者描述
了科學未知的蜥腳下目物種，這是 1.2 億年前居住

歐洲政策中心執行主任法比安· 祖萊格認
為，富國不會無條件或完全填補預算缺
口，而削減預算開支對一些中東歐國家
會產生負面影響。
近日，波蘭官員已對歐盟縮減團結
基金的計劃發出警告，認為這種減支措
施“太簡單”，而團結基金已被證明具
有價值，通過改革具有“光明的未來”。
此外，農業基金的削減對農業大國法國
也不利，預算爭議有可能成為歐盟內部
政治紛爭的焦點之一。
尤其是，眼下東西歐之間的矛盾正
在因為難民攤派、波蘭司法改革等敏感
議題而加劇。曾有分析認為，由此造成
的東西歐之間的撕裂可能比英國“脫歐”
更令人擔憂。
此外，厄廷格還表示，歐盟正在考
慮將團結基金的分配與是否遵守歐盟法
律掛鉤來加強歐盟法治，這無疑將給中
東歐帶來壓力。
但無論如何，英國“脫歐”在即，
歐盟不得不面對現實，在預算上開源節
流，精打細算。歐盟希望成員國在 2019
年春季歐盟機構選舉之前就下一個多年
度預算方案達成協議。屆時，歐盟內部
能否就方案達成一致，關系到歐盟能否
平穩走向未來。

專業誠信 合法合規

歡迎來電來函免費諮詢會計稅務問題
電話： (314)243-5853 傳真： (314) 558-8348
電郵: jg.acct.tax@gmail.com
8221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金滿樓對面)

北京古都五天遊
尊享江南洲際8天
雲南麗江⺠民族8天
古都⻄西安兵⾺馬俑4天

•
•
•
•

江南⽔水鄉三峽風光⼗十⼀一天
新加坡⾺馬來來⻄西亞精品六天
越南柬埔寨世界⾃自然遺產9天遊
印尼巴厘島、天堂與魔幻之島遊

亞洲精選

• 12 / 14天東歐典雅之旅$668
• 冰島北極光之旅六⽇日 Sep 2017 - Mar 2018
• 台灣阿⾥里里⼭山與⽇日⽉月潭七天五夜特別團 11/02, 11/04
• 南美三國：巴⻄西 阿根廷 秘魯魯12⽇日 10/31, 3/5/18, 11/7/18

私⼈人包團訂製：隨著冬季的離去，利利⽤用即將到來來的夏季，跟著海海天旅遊，到達中國各地城市與⾃自
然風光，請撥打海海天旅遊公司專線，由專⼈人為您訂製客製化的旅遊。品質保證，價格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