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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加高在即 美国债务松口气朔尔茨当选总理 德国新政府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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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白宫互怼 电动车补贴多寡不均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绿党和自

由民主党（自民党）7日在柏林正式签署联

合组阁协议。新一届德国政府诞生，意味着

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正式落幕。分析人

士指出，如何带领德国解决面临的诸多挑

战，考验新政府内部各方的政治智慧。

舆论认为，德国新政府在内政方面的

计划雄心勃勃。

首先，由于绿党的重视，环保相关政策

将是新政府优先事项。据报道，新政府计划

在“理想情况下”将淘汰煤电的期限从2038

年提前至2030年，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

发电比例从当前设定的65%提高到80%。新

政府还将引入“气候检查”机制，即政府各

部门在审查法律草案时都会把对气候的影

响和是否符合气候目标纳入考量。同时，政

府为了激励企业投资绿色领域，未来企业

对环保科技的投资可获政府减免赋税。

其次，新政府将在改善社会福利方面

投入更多精力，包括：提高法定最低工资至

每小时12欧元，计划每年建造40万套住房，

继续限制房租上涨，改善卫生福利等。此

外，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网络速度、为

长期失业者提供更多继续教育培训的机会

等也是新政府计划的工作重点。

财政方面，新政府表示，将从2023年起

继续坚持以往的“减少债务”政策，不过因

当前德国新冠疫情严重，2022年可以暂不

坚持减债原则。

在颇受德国民众关注的养老退休政策

方面，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组阁协议

来看，改革力度不大，引发外界批评。德国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说，

这是组阁协议里最弱的地方之一，就当下

德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趋势来看，当

前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在先前组阁

谈判中要求调整外交政策路线的声音并不

小。但有分析人士认为，新政府基本会延续

默克尔的外交政策。

根据组阁协议，新政府将继续支持加

强联合国在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作用，支持

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支持联

合国安理会改革，也将利用2022年德国担

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推进多边主

义。新政府还将推动世贸组织发展，推动改

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欧洲事务方面，新政府将继续重视德

法盟友关系，同时重视通过欧盟平台发挥

影响力，推进欧洲战略自主，包括加大对欧

洲议会的支持，加强欧盟在包括能源供应、

卫生、原材料进口和数字科技等国际事务

关键领域中的战略自主性等。另外，新政府

还表示会更重视欧盟东部和南部事务，加

强与盟友的协调与合作。舆论认为，新政府

可能将促进欧盟成员在外交、安全和防务

政策上行动一致，从而在国际上更有作为。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直要求德国将

国防支出增至国内生产总值2%这件事上，

新政府组阁协议采取了模糊表达，表示会

长期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投入到国际行

动中，以加强德国外交和发展政策，同时履

行其在北约的职责。德国媒体称这一表述

为“一种灵活的包装术”。

对俄罗斯关系方面，组阁协议把德俄

关系定性为“深层和多样化”，新政府寻求

全面和稳定的对俄关系，愿意采取建设性

对话，同时与俄罗斯在包括氢能源、卫生、

气候和环保领域等议题上加强合作。

根据联合组阁协议，新政府共设15个

部长席位，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分别占6

席、5席和4席。分析人士认为，三党此前分

歧较多，如今的组阁协议是相互妥协的结

果，未来政府如何运转，将考验内阁主要官

员尤其是被视作默克尔“接班人”的奥拉

夫·朔尔茨的政治智慧。

有分析说，联邦德国72年历史中，新旧

政府过渡总体稳定，还未发生过新旧政府

政策决裂的情况，这次应该也不例外。默克

尔曾用“可靠”评价朔尔茨，10月底她还同

朔尔茨一道赴意大利罗马参加二十国集团

峰会，并向世界隆重推介朔尔茨。朔尔茨此

前向选民表示，将保留默克尔执政16年留

下的政治遗产，会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联合组阁协议11月底达成一致以来，

三党对外展现一团和气。不过，也有分析人

士指出，三党在气候、税收、财政等政策上

存在分歧，此前还在财政部长等内阁职位

的分配上发生争执。新政府上台后，如何有

效弥合各方分歧，化解面临的挑战，实现预

定的内外政策，任重道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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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国会大厦，朔尔茨（前右）当选后接受祝贺。新华社/图

又是在最后期限前，美国可以逃过债务

违约的劫了。当地时间12月7日，美国国会参

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少数党领袖麦康奈

尔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法案，为国会通过提

高国家债务上限的法案打开了通路。

222票赞成、212票反对，美国众议院的

投票结果正式通过了上述法案，允许参议

院只要简单多数票即可提高美国债务上

限。根据该法案条款，民主党将获得一次性

的快速审批权力，以更快提高美国债务上

限，增加的金额可能足以支付到2022年的

借款。

不过，两党当日并未透露有关这项协议

的具体细节，有国会相关人士表示，这项协

议或将把债务上限提高约2万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12.7万亿元），这样直到明年11月中

期选举都不必再考虑这个问题。

债务上限即美国国会为美国财政部设

定的最高借贷金额，一旦超过这条红线，在

没有还钱的情况下就不允许继续借钱。自

1939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106次“永久性

提限”，额度从1939年的450亿美元提高到

了2019年的22万亿美元。

2019年8月，美国政府通过《两党预算法

案》，将债务上限暂停两年。截至2021年8月，

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达到28.4万亿美元。而债

务上限在暂停两年后于今年8月1日恢复生

效。今年10月，舒默宣布，立法者们已就提高

短期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将债务上限延长至

12月初。

中立的两党政策中心上周曾表示，预计

美国将无法在12月21日至1月28日期间偿

还债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最后期限推得

更早———12月15日。

民主党声称，一旦政府债务违约，会对

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可能会导致美国

失去600万个工作岗位和15万亿美元的家

庭财富，以及抵押贷款和其他借款成本的

上升。

“没有人希望看到美国债务违约。正如

耶伦部长警告的那样，违约可能会毁掉我们

为从新冠危机中恢复所做的一切，”查克·舒

默在众议院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

况，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这种情况。我继续

感谢所有同事本着诚意进行合作，以维护美

国的充分信任和信誉。”

几周来，民主党领袖一直在强调违约将

造成的严重破坏，希望推进提高债务上限，

而共和党人最初反对帮助提高这一上限，称

他们拒绝支持拜登总统“不计后果”的税收

和支出计划。

有分析认为，从政治博弈上考虑，共和

党人迟迟不愿同意提高债务上限，可能是准

备在明年中期选举前，将债务上限问题作为

武器。此前，两党为解决这一僵局进行了数

天的谈判，如今这项一次性法案的通过，为

打破僵局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个最新的解决方案成功绕开了两

党目前的争议点：于共和党人来看，他们

将不必投票支持提高债务上限；而对于

民主党人来说，也不必把提高借款限额

作为他们用来试图通过1.75万亿美元的

社会支出和气候方案的预算和解程序的

一部分。

不过，这个一次性程序法案仍需要在参

议院获得至少60票赞成票才能通过。麦康奈

尔表示，此举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已经

做了足够的工作，以便在可能于9日举行的

参议院投票中通过这项法案。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截至2021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

已经达到28.4万亿美元。而债务上

限在暂停两年后于今年8月1日恢

复生效。

28.4万亿美元

白宫：推动变革

在马斯克炮轰美国政府基建法案和电动

车补贴政策后，白宫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当地

时间周二，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巴蒂吉格（Pe-

teButtigiig）重申了《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的

必要性。

矛盾源于此前的一项法案。此前11月19

日，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BuildBack

BetterAct）获众议院通过，该法案为了保护

环境改善气候变暖问题，拨款1.7万亿美元对

电动汽车行业进行生产补贴并刺激消费者购

买。目前，该法案正在参议院接受修订，最快

可能在圣诞节前或明年1月通过。

巴蒂吉格在一场活动上说：“我们认为，

《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中为电动汽车充电站提

供资金、帮助降低电动汽车价格非常重要。”他

表示，虽然汽车行业正在向着电动化演变，但

有三件事情，你不去推动是不会主动发生的。

他指出，首先是电动化转型的速度，能不

能赶得上应对气候挑战的程度；其次是确保

那些将从电动车转型中受益最多的人———低

收入、城市居民、乡村司机，从一开始就有能

力购买电动车，抓住这些利好；最后，白宫的

目的是确保这场电动车革命在美国发生，并

且创造收入颇丰的就业岗位。

巴蒂吉格强调，这些变化是不会自己发

生的，这里就需要政策聚焦。政府的关注焦点

不仅在充电网络建设，同样也在推进加码税

收抵免。对于一辆4万美元的电动车而言，减

去1.25万美元的税收抵免可以把购置成本降

到3万以内，意味着能多出几百万美国人加入

这场电动车革命。

马斯克：补贴无用

作为美国最大的电动车企CEO，马斯克

本该大力支持，但他却对这项法案颇有微辞。

马斯克在周一晚间出席《华尔街日报》CEO理

事会峰会时，明确表示国会应当否决拜登的2

万亿基建法案，甚至直言政府应当想着不要

再掺和电动车的事情，也不要再阻碍行业的

进步。

马斯克称，拜登政府提议对电动汽车行

业给予高额补贴的行动“完全不必要”。“如果

让我决定，我会取消这个法案。”马斯克表示，

美国国会不应该批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补

贴法案，他认为这一提案将增加财政赤字、恶

化美国的经济状况。

而在此次发声之前，马斯克已多次抨击

拜登政府这一法案。当地时间10月30日，马斯

克就曾在推特上直言：“拜登就是UAW（全美

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傀儡。”

不仅如此，马斯克还在采访中表示，美国

联邦政府对电动车充电设施的资助也是毫无

必要的。马斯克说，“我们需要扶持充电站建

设吗？根本不需要。应该删掉这一法案”。

为了印证特斯拉在电动车领域的发言

权，马斯克还提到，“特斯拉制造了美国市场

上2/3的电动汽车。也就是说，特斯拉在美国

制造的电动车数量是其他所有厂商加起来的

两倍”。同时他还提到，目前上海超级工厂是

特斯拉产量最大的生产基地。

除了关于电动车补贴的法案外，马斯克

还重申了反对民主党向亿万富翁征税的提

议。“把资本配置的工作从那些表现出高超技

能的人手中夺走，然后把它交给一个在资本

配置方面表现得非常糟糕的实体，也就是政

府，这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号称“为了正义”，但对于送上门的

红利，马斯克为什么还要拒绝？根据美国媒体

分析，马斯克反对补贴的初衷恐怕并不是捍

卫市场经济，而是担忧其他车厂将拿到更多

补贴。

据了解，《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将恢复购

买特斯拉汽车的7500美元补贴，并取消每家

制造商对符合条件的电动汽车数量的任何限

制，但如果这些汽车是由工会工人组装的，该

法案还将向消费者提供额外4500美元补贴，

如果车辆的电池在美国制造可以再获得500

美元的税收抵免。

也就是说，如果在美国本地购买一台由

有工会组织的车企制造的电动汽车，最高可

获得1.25万美元的税收优惠，以刺激消费者购

买电动汽车。然而因为马斯克反对全美汽车

工人联合会（UAW）在加州弗里蒙特特斯拉

汽车工厂中组建工会，这部分补贴特斯拉势

必将无法享受，反而会为其他汽车制造商创

造优势。

“口嫌体直”？

事实上，马斯克未必不愿意享受补贴。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颜景辉指出，马斯克非

常擅长最大程度获取政府补贴，特斯拉在全

球电动汽车行业就有补贴之王的称号。

早在2015年，《洛杉矶时报》就调查估计，

马斯克名下公司特斯拉、SolarCity和SpaceX

共获得大约49亿美元政府补贴，这包括2010

年能源部提供的4.6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

特斯拉度过了经济大衰退的影响。SolarCity

是一家专门发展家用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司。

美国非营利组织GoodJobsFirst在一

份报告中指出，2007年至2018年间，特斯拉依

靠美国各类产业政策，从联邦政府和各州政

府手里拿下了近3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包括

税收减免、贷款等）。同一时期谷歌母公司Al-

phabet获得7.62亿美元补贴，苹果则仅有6.93

亿美元。

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国也是如此。颜景辉

表示，特斯拉的补贴标准已几乎是国内的最

高水平。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

2016-2020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

金清算审核初审情况的公示》，比亚迪自2016

年到2020年之间获得39.79亿元补贴，位列第

一名，在总金额中占比高达12.08%。特斯拉仅

次于比亚迪，获21.23亿元新能源汽车补贴。

而由于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于2019年末

投产，相当于特斯拉在申请中国政府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的第一年就拿到了所

有车企中的最高额。

韦德布什证券（WedbushSecurities）的

分析师丹·艾夫斯（DanIves）说，随着拜登政

府新一轮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发起，特斯拉正

走向新的、不确定的水域。他表示，“这家公司

正在捍卫自己的地盘，但却是在逆风而行。因

为越来越多的电动车税收优惠政策使通用汽

车、福特汽车和其他由工会驱动的中坚力量

受益”。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专栏作家吉姆·

莫塔瓦利（JimMotavalli）称，马斯克现在正

从赢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矛盾，他不希望竞

争对手因为获得政府资助而获胜。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连着两天，特斯拉CEO马斯克和白宫为了电动车补贴互怼。一方大喊补贴无用，扰乱市场，一方

回应行业需要，职责所在。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法案还在等待通过，收效也未可知，但马斯克高

喊取消补贴，恐怕也只是口是心非，毕竟特斯拉就是拿着补贴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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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75亿美元

实现建造50万个充电站的目标

充电站 荨荨

所有在美国销售的电动汽车

都将享受7500美元的税收优惠政策

由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的

工人制造的电动汽车

提供额外4500美元税收优惠

如果车辆的电池在美国制造

可以再获得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税收 荨荨

（ 单位：辆）

《 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电动车补贴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