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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开学迎防疫大考苹果案判而未决《堡垒之夜》还要上诉

国际
责编汤艺甜 美编李烝 责校杨志强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美国加税大棒临头

上周，备受瞩目的EpicGames诉苹果

一案拿到了判决结果。但EpicGames显然

对结果并不满意，表态将继续提出上诉。对

于苹果是否垄断这一问题，多方众说纷纭，

但可以明确的是，在全球互联网反垄断浪

潮中，曾经靠抽成模式叱咤风云的苹果和

谷歌，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在上周五的裁决中，法院已经裁定

EpicGames未能证明苹果垄断了移动游

戏市场，驳回了Epic关于苹果垄断的指控。

但9月13日，据TheVerge等多家报道的消

息，EpicGames已表示，针对苹果的诉讼

裁决提出上诉，请求更高一级法院重新审

查此案，并推翻法官的裁决。

苹果与EpicGames这场诉讼大战始

于2020年8月。当时，EpicGames试图绕过

苹果应用商店的支付系统，规避30%的营

收分成。该公司在其热门游戏《堡垒之夜》

（Fortnite）中设置了自己的支付渠道，并且

价格比苹果支付渠道便宜20%。

随后，苹果将《堡垒之夜》从其App

Store下架，并且停用了EpicGames的开

发者账号权限。之后，EpicGames对此向

苹果发起诉讼，称苹果利用其市场地位，进

行了垄断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

而上周五的裁决中，法院认为，苹果选

择下架《堡垒之夜》并停用EpicGames开

发者账号的行为是合法的。法院没有强制

要求苹果重新上架《堡垒之夜》。与此同时，

法院裁定苹果将有权决定是否恢复Epic

Games在iOS平台的开发者账号权限。

在这一判决结果下，法院认定Epic

Games需要支付苹果的损失。《堡垒之夜》

在2020年8月到10月之间总收入为1200

万美元，而其中的30%要还给苹果。在

2020年11月1日至2020年年底，该游戏在

iOS平台的所有收入的30%也同样需要支

付给苹果。

这也意味着，EpicGames必须向苹果

支付至少400万美元的赔偿金。

但EpicGames也不算满盘皆输。法官

裁定，苹果让消费者无法得到更便宜的价

格，这属于危害消费者的反竞争性行为。法

院要求苹果，从2021年12月9日开始不能

限制App开发商将用户引导至第三方支

付系统。

消息公布后，苹果股价迅速跳水，最终

收跌3.3%，创今年5月4日以来最大收盘跌

幅，市值一日蒸发逾800亿美元。

不过，虽然苹果被要求修改AppStore

的政策并放宽App内购的限制，但法院裁

定AppStore的整体结构是合法的。法院认

定，苹果享有超过55%的市场份额和极高

的利润率，但仅凭这些因素并不能表明苹

果的垄断行为。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EpicGames首席

执行官TimSweeney表示，“这对开发者或

消费者来说，都不算是一场胜利”。就下一

步计划，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EpicGames

和苹果公司，但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莱姆利也

认为，虽然这将改善边缘竞争，“但这并不

是EpicGames和反垄断案支持者们所希

望看到的根本性变化”。

对于EpicGames来说，这起案件是该

公司挑战苹果公司行动的一部分。除了美

国之外，Epic还在欧盟、英国和澳大利亚多

地都对苹果提起了诉讼。Sweeney表示，只

有当苹果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应用内支

付环境时，《堡垒之夜》才会重返App

Store。

与此同时，Epic也起诉了谷歌，指控其

安卓系统的PlayStore涉嫌垄断，不过这起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而对于如何定义垄断，互联网分析师

杨世界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如果需要判定

垄断，需要在整个市场中进行考量。而在这

场判决中，只有EpicGames一家公司起诉

苹果，主体比较少。因此，法官无法做出确

切的关于苹果是否垄断的判决，只能给出

一个模棱两可的判决结果。

从整个市场中来看，杨世界认为，目前

的市场呈现出多元化，有华为的鸿蒙系统、

安卓的系统等与苹果竞争，并不是苹果一

家独大形成垄断。

与此同时，杨世界也强调，在互联网行

业以及科技巨头快速发展的同时，反垄断

的相关法律也在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已经

开始向科技巨头征收数字税，表明政府已

经关注到了潜在的垄断的可能，正在逐步

表示出政府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判决结果出来后，苹

果曾表示，该公司的商业模式不会改变，因

为这已经被核准是合法的，法院已经裁定苹

果与开发者之前签订的协议都是有效的。

不过，杨世界则认为，苹果并不会在垄

断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他表示，目前全球市

场在不断变化。与此同时，5G、AI等高新技

术也在不断推进。这些因素都会重新洗牌

生产组织关系。平衡化、去中心化、互联互

通都是将来的趋势。

杨世界表示：“如果苹果一直不开放、

不和商家进行平等对话，对于苹果未来的

生态、运营模式以及商业收入都会有不利

影响。”不过，他也认为，对于苹果将如何开

放，以及将在哪个市场率先开放，还存在许

多不确定性。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生陈旭峥

北京商报2021.9.14

从鲜有学生戴口罩的伦敦，到只有持“绿

码”才能进校的罗马……采取不同新冠防疫措

施的欧洲学校正纷纷敞开新学年大门。在这场

“开学”防疫大考中，哪些国家的管控措施更为

严格，哪些国家又让人“不安”？

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一些大中小学校内，记

者很少看到有英国学生和家长戴口罩。根据英

国教育部的规定，不强制学生在学校戴口罩。一

名英国10年级学生家长蕾切尔对记者说，“对于

那些个别戴口罩的学生来说，心理会有比较大

的压力，而从家长角度，由于学校几乎没有采取

太多措施，我感到十分焦虑”。

根据英国政府规定，对于18岁6个月以下

的青少年儿童，如果没有出现新冠症状，或者

新冠病毒检测未呈阳性，即使与新冠患者住在

一起，或者与新冠患者有密切接触，也不需要

隔离，而且也不要求戴口罩。根据规定，只有在

学生检测结果为阳性，或者出现高热、新发持

续咳嗽、出现嗅觉味觉丧失或改变，才需要自

我隔离。

英国小学教师杰玛·吉日前在社交媒体上

说，英国教育部“根本不考虑员工或学生的安

全”，她“感到失望和不安全”，并认为“取消学

校的所有安全措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英国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8月中旬以来，

由于变异病毒快速传播，加上过早放宽防疫措

施等因素，英国疫情出现反弹，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数基本均超过3万例。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

例数接近720万例，居全球第三位。对于英国政

府的宽松防疫政策，不少专家表示反对或质疑，

对开学后可能会出现的病例激增表示担心。

意大利是欧洲疫情防控相对谨慎的国家

之一。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意大利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数在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

中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

9月13日后，意大利所有大区学校将陆

续开学。根据意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学校防疫

措施，教职员工进入校园必须持有“绿码”。

为此，教育部特别推出针对学校教职员工的

“健康通行证”平台，与全国“健康码”平台相

连，用以实时监控教职员工与疫情相关的健

康状态。

据规定，若某教职人员的“健康码”变红，

学校管理者将立刻收到警报；未持“绿码”进入

校园的人将面临400欧元至1000欧元罚款。意

大利媒体预计，意政府将批准自10月10日起家

长必须持“绿码”进入学校，并在全国推行。

法国新学年于9月2日开始。法国教育部公

布的新学年防疫措施和上学年期末保持一致，

即除幼儿园外，学校教职人员和学生在室内都

必须戴口罩。在小学，只要出现1例新冠病例，

所在班级就将关闭7天；在中学，若一个班内出

现1例病例，未接种疫苗的学生将被要求居家

隔离并远程上课，完成疫苗接种的学生将可以

继续线下上课。

值得一提的是，在瑞典的一些中文学校防

疫工作并不松懈。据斯德哥尔摩瑞青中文学校

校长王梅霜介绍，就读于学前班和一、二年级

的返校学生家长必须出示疫苗证明方可进入

教学区接送孩子，高年级学生只能单独进入教

学大楼。

目前，瑞典学校沿用去年疫情以来颁布和

实施的各项防控措施，执行相对宽松的防疫政

策。对有感冒、咳嗽等症状的师生，瑞典公共卫

生局依然建议不要前往学校，留在家中，在症

状消失48小时后方可返校。

在德国，根据规定，中小学学生在教室内

必须戴口罩。12岁至16岁青少年可在法定监护

人陪同下接种新冠疫苗。16岁至18岁的青少

年，有法定监护人的书面许可即可接种疫苗。

在首都柏林，学校教职人员和学生在开学后的

前三周必须每周进行三次新冠检测，之后每周

两次；但完成疫苗接种满14天的人员，可免于

检测。 据新华社

筹集3.5万亿美元

为了填补拜登政府的3.5万亿美元预算空

缺，美国正在酝酿大幅加税。当地时间12日，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众议院筹

款委员会（HouseWaysandMeansCom-

mittee）民主党人将提出一系列计划，增加对

富人、企业和投资者的税收。

报道称，上周日，美国税务说客和国会

助手们传阅了一份长达四页的文件，大致说

明了民主党将如何在未来10年里筹集3.5万

亿美元。

具体而言，其中包括：将企业税率从21%

提高到26.5%，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从23.8%

提高到28.8%，以及对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

的个人征收3%的附加税。

此外，他们还提议将美国企业海外收入

的最低税率从10.5%提高到16.5%，以及最高

个人税率从37%提高到39.6%，这是针对高收

入个人的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预计将筹集

约1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加税计划外，法案还

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征税对象。比如通过对烟

草和尼古丁产品（包括电子烟）征收更高的税

收，来筹集960亿美元。此外，民主党人还提议

将加密货币纳入一般税收规则，将其与其他

金融工具同等对待，并防止纳税人滥用规则，

此举将产生约160亿美元的收入。

该委员会的文件估计，整个税收改革计

划将增加2.9万亿美元的新收入，这将在很大

程度上弥补拜登3.5万亿美元国内投资计划的

成本。

不过，该委员会尚未公布拟议修改的细

节、每项条款的生效日期或每项条款将筹集

多少资金的估计。这些计划将于本周晚些时

候由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Com-

mitteeonWaysandMeans）投票表决。而

在议员们进行辩论和投票的过程中，这些提

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

员孙立鹏分析道，疫情以来，美国先后通过三轮

刺激法案来稳定经济，使得美国债台高筑，拜登

想要推出基建计划就需要从税收入手，为基建

计划的推出尽可能地增加财政收入。

这并不是唯一的加税方案。在上述草案被

曝光之前，美国民主党人还曾提议对合伙企业

实施更严格的税收规定，并对上市公司股票回

购征收2%的消费税。这两项税收提议或在10

年内分别筹集172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

富人插翅难逃

巨额的支出需要高昂的税率支撑。华尔

街日报分析称，这些变化加在一起意味着，

一些纳税人将面临46.4%的最高边际联邦

所得税率。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承担如此高的

税率，在该计划中，美国最富有的阶层需要为

其资产缴纳更多税。比如最高税率将从37%

提高到39.6%这一项，征收的对象为个人年收

入40万美元起，已婚夫妇45万美元起。

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筹款委员会的提案“满足了总统在这

一过程开始时制定的两个核心目标———不

会对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美国人征税，并废

除特朗普为富人和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的核

心要素”。

赚得多缴得多是理所当然，但拿富人“开

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更重要的是美国

失衡的贫富差距。孙立鹏指出，自去年美股市

场走高，投资者赚到更多的钱，美国贫富差距

扩大，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而拜登本次的税收

计划中涵盖的众多针对富人阶层的条款，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激化

的问题。

然而美国财政部上周发出的一份报告显

示，越富有的人越会逃税。数据统计显示，

2020年全年，美国收入排在前5%的纳税人逃

税金额高达3070亿美元，占该国未缴纳税收

金额的53%。

富人逃税，工薪按时交税，或许将进一步

拉大美国的贫富差距。此外，美国财政部称，

该国每年的税收缺口约达6000亿美元，若按

此计算，美国10年损失金额约为7万亿美元。

然而，为了躲避美国政府的加税计划，美

国富人们正积极寻找相关的避税工具，其中

私募寿险（privateplacement lifeinsur-

ance）正成为最受欢迎的选项之一。

据彭博社援引理财顾问表示，属于人群

中最富有的0.1%客户已经把目光投向私募寿

险：当投保人去世时，受益人可以免税继承私

募寿险框架下的资产。通常启动一份私募寿

险需要200万美元，但富豪普遍投入500万美

元以上，这样才更加“物有所值”。

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海默尔

（DanielHemel）解释称，私募寿险对拜登政

府的加税计划打击很大，因为该计划的核心

是确保高收入人群一生中至少缴纳一次巨额

收益税。

海默尔正在与民主党人讨论如何限制私

募寿险造成的漏洞，但这是一个完全合法、容

易利用、在政治上很难堵上的巨大漏洞。海默

尔认为，阻止富人使用私募寿险逃税的方法

是限制寿险保单规模，以及制定更严格的国

税局规定，限制投保人的投资选项。

降低目标，提高几率

拜登税改方案自提出以来，就遭到共和

党的接连反对，而此次不管是26.5%的企业税

率还是28.8%的资本利得税，都低于拜登此前

提出的28%和39.6%的增税目标。

确实，与拜登提出的28%企业税相比，这

样的提议被市场认为风险更小，因为多位民

主党参议员曾表示，他们更希望企业税率接

近25%，同时通过对加密货币、烟草增税以及

其他收入来弥补差额。

孙立鹏则认为，民主党本次很可能将再

次通过“预算和解”来让税收计划落地。然而

预算和解并非“万金油”，最终通过的预算决

议仍有进一步缩水的可能性。

由于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只占微弱的多

数席位优势，他们在众议院最多只能承受三

票反对票或弃投，而在参议院则一票都不能

丢，参议院所有民主党人必须全部支持该计

划，才能由副总统投下打破平局的一票，从而

以51票借助预算和解程序通过。

然而，并非所有民主党人都支持拜登政

府的3.5万亿美元预算法案，他们自然也就不

会支持加税计划。上周日早些时候，西弗吉尼

亚州的温和派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再次表

示反对3.5万亿美元的预算法案，并表示他不

认为这有多么紧迫，他担心通货膨胀以及提

高公司税对美国竞争力的影响。

路透社则分析称，在提案正式发布之前

具体数字仍有可能作出调整，因为在部分温

和派民主党人反对之后，下调增税幅度意味

着民主党承认更高的增税计划很难在国会获

得通过。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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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率

从21%提高到26.5%

企业海外收入

最低税率从10.5%提高到16.5%

资本利得

最高税率从23.8%提高到28.8%

最高个人税率

从37%提高到39.6%

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个人

征收3%附加税

整个税收改革计划将增加2.9万亿美元新收入

自从美国总统拜登3.5万亿美

元的“大基建”法案出台，加税似乎

就成了早晚的事。但“钱从哪儿来”

的问题解决了，“怎么加税”却悬而

未决。现在，随着众议院民主党的加

税草案流出，税改的脚步越来越近，

而作为加税的“重点对象”，富人更

是避无可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