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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国、英国和爱尔兰之后

加拿大要求探视
在俄被捕“间谍”

俄罗斯外交部5日证实，继美国、
英国和爱尔兰之后，加拿大向俄罗斯
要求领事探视遭俄方拘押的“间谍”保
罗·惠兰。

惠兰的兄弟先前证实，惠兰持有
四国国籍。一些分析师说，这一状况给
俄罗斯形成多方压力。

多国施压

俄罗斯外交部 5 日说，俄方接到
加拿大驻俄罗斯使馆领事探视惠兰的
要求，俄方将向惠兰转达加方意愿；如
果惠兰书面同意，俄方将在工作日安
排探视。

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 4 日声明，
爱尔兰方面接到惠兰的求助，随后向
俄方提出领事探视要求。

另外，英国和美国早些时候同样
向俄罗斯要求领事探视惠兰，俄方 2
日批准美国驻俄大使乔恩·亨茨曼（洪
博培）探视惠兰。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去年12月28日
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在莫斯科拘
押惠兰，起初确定他是美国人。惠兰的
兄弟戴维·惠兰4日证实，惠兰同时持有
美国、英国、爱尔兰和加拿大国籍。

美联社报道，惠兰在加拿大出生，
在美国长大，父母是英国人。

戴维·惠兰 4 日代表兄弟发表声
明，敦促美国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帮助
保罗·惠兰获释；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
4日说，将尽可能向惠兰提供帮助；英
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同一天说，英
国政府正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惠兰现年48岁，曾在美国海军服
役，自2017年初充任美国汽车零部件
制造商博格华纳公司全球安全主管。
他的家人说，惠兰赴俄是为了参加前
海军陆战队同事与一名俄罗斯女子的
婚礼。

“外交博弈”？

美方先前以涉嫌充任俄罗斯政府
在美“代理人”为由逮捕俄公民玛丽
亚·布京娜。就俄方是否有可能用惠兰
交换布京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
尔盖·里亚布科夫 5 日说，目前讨论

“换人”为时尚早。
“惠兰事件非常严重。据我们了

解，他来俄罗斯是为从事违反俄罗斯
法律的间谍活动，”里亚布科夫说，“他
还没有受到正式起诉，目前讨论是否
可能交换嫌疑人不可能、也不合适。”

俄罗斯一些媒体早些时候报道，
惠兰受到间谍罪名指控；如果法院裁
定他犯有间谍罪，他将面临最长20年
监禁。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 4 日说，俄方
想用惠兰作为筹码，作“外交博弈”。

布京娜去年 7 月在美国被捕，12
月依据与美国检察机关达成的认罪协
议，在美国法庭承认非法充当“外国代
理人”，即她与一名俄方高级官员共
谋，渗透在美势力庞大的全国步枪协
会，打入美国保守派和共和党核心圈，
以期影响美方对俄政策。 （新华社）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进入第
三周，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筑墙费用”的商
议依然没进展。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5
日说，众议院将推动通过新版拨款法案，逐
一满足联邦政府机构所需，让这些机构恢
复运行。

民主党变招
将推出针对具体部门的新版拨款法案

副总统迈克·彭斯、白宫高级顾问贾里
德·库什纳、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米克·马尔
瓦尼、国土安全部长科斯特珍·尼尔森5日与
国会民主党领袖的高级助理会商。

知情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会商超过两
个小时，没有突破。

另一名知情官员说，民主党敦促共和党

让政府早日开门，白宫“反而加倍要价”。
彭斯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会商“富有

成效”，但双方没有深入讨论各自让步余地，
同意6日接着谈。

民主党籍众议员当天开会讨论重新开放
部分联邦机构的办法。佩洛西告诉媒体记者，
民主党将推出针对具体部门的新版拨款法
案，让联邦机构逐个重新开门。

她说，头一个拨款法案将用于财政部
及其下辖税务部门国内收入署，以便让美
国民众按时收到退税。佩洛西说：“就在总
统威胁让政府关门‘数年’的同时，民主党
人在立即采取行动，让政府重新开张，我们
这样做才能满足人民需要、保护边境、尊重
员工。”

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坚持要求
国会拨款50多亿美元沿美国西南部与墨西哥

的边界建造隔离墙，民主党强烈反对，包含筑
墙费用在内的拨款法案因而无法通过。联邦
政府四分之一机构从去年12月22日起关门，
波及80万雇员。

新一届国会3日开幕，民主党重新控制众
议院，当天推动通过一项不包含筑墙费用的
拨款法案，但白宫和依旧控制参议院的共和
党明确反对。

一项民调显示：就联邦政府关门
50%调查对象怪罪特朗普

特朗普5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再次发表
一系列言论，向民主党喊话。他在一条“推文”
中说：“民主党人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结束政
府关门，他们只需要同意真正的边境安全（包
括建一堵墙）。”

他在另一条推文中说：“如果我们就强化
边境安全达成一致，我会立即停止政府停摆。
我在白宫已经准备好了，民主党呢？”

特朗普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落实边
境墙计划，他不惜让政府关门“数月甚至数
年”。他还威胁动用总统权限，以宣布国家紧
急状态方式绕过国会，直接建墙。

美国总统通常只在战争时期宣布国家紧
急状态。美联社报道，如果特朗普想借由这一

“捷径”绕开国会，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杰克·

里德说：“为避开国会批准，宣告捏造的国家
紧急状态，这样做不对。”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一项联合民意调查
显示，就联邦政府关门，50%调查对象怪罪特
朗普，7%怪共和党，32%认为是民主党的责任。

（新华社）

美政府“关门”第三周 民主党尝试新策略

纵观全球，征收与日本离境税类似项目的
国家并不在少数。早在1994年11月，英国便已实
施了航空客运税（APD）。最初，英国政府向航班
飞往英国国内以及欧洲经济区国家的旅客每人
征收5镑（约合人民币43元）的费用，除上述地区
以外的目的地每人征收10镑（约合人民币86
元）。随着计税方法的演变，现在的APD根据旅
客不同的飞行距离和舱位等级进行征收。

法国、澳大利亚、韩国也有类似的征税项
目。根据规定，法国在旅客前往欧盟以外地区征
收约合人民币60元，在国内和欧盟区内征收约
人民币30元以上；在澳大利亚，旅客每次飞离澳

大利亚时，需缴纳60澳元的税费（约合人民币
285元）；在韩国，乘坐飞机抵达韩国的旅客需缴
纳1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61元）的税费，船舶旅
客则需缴纳1000韩元（约合人民币6元）。

中国香港国际机场也征收离境税。按要求，
每名12岁及以上的旅客搭乘飞机离开香港，通
常需要缴付120港元（约合人民币105元）的飞机
乘客离境税，这笔税款连同机票费用一并收取。

除离境税，国际机票的税种还有过境税、入
境税等。如美国机票的税费，除了常见的入境税
外，还会征收联邦运输税、乘客设施费、动植物
免疫检查费、海关使用费、移民局使用费等。

事实上，除离境税，日本针对旅客征收的税
种也在逐渐增多。日本京都市于2018年10月1日
起开始征收住宿税。征税的住宿范围包括酒店、
胶囊旅馆、普通旅馆、民宿等京都所有的住宿设
施。凡是入住京都市住宿设施的旅客，每人每晚
要征收200至1000日元费用（约合人民币13元至
63元）。东京、大阪也都有征收住宿税的制度。其
中，大阪还有专门针对附带温泉的住宿设施的
温泉税。据报道，大阪约有温泉旅馆和温泉澡堂
17家，按照规定每人每日征收150日元，大阪市
一 年 就 能 征 收 2 亿 至 3 亿 日 元 的 温 泉 税 。

（人民日报客户端、新京报、北京商报等）

■自2019年1月7日起，凡
是年满2岁，在日本停留时间在
24小时的个人，乘坐飞机或船
舶等离境日本时都需缴纳“离
境税”，每人每次1000日元（约
合人民币63元）。

■近年来，赴日旅游持续攀
升。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最新调
查显示，2017年访日人数已达到
2800万，比2016年上涨400万。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
本政府提出到2030年使访日游
客增加至6000万人的目标，将
通过新税加快完善方便访日游
客旅行的环境。

■据报道，离境税原则上由
离开日本时乘坐的飞机或船舶
的运营公司代收。航空公司和船
舶公司将在票价上增加国际观
光旅客税，代替出国者缴纳。

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
网报道，自2019年 1月7
日起，对所有离开日本的
个人征收“国际观光游客
税”（即离境税），每人每
次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
63元）。日本离境税征税
对象不分国籍，无论是访
日外国游客，还是为旅游
或工作而前往海外的日
本本国人，都将被征收离
境税。

除了征收出境税之外，
日本多地还开始探讨实行
住宿税、温泉税等各种名目
的税收制度。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彦
锋表示，日本征收“国际
观光旅客税”会对消费起
到部分抑制作用，影响海
外游客的到访量，对旅游
服务贸易不利。但同时，
说明日本对本国的旅游
吸引力有信心。

2018年4月，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国
际观光旅客税》法案，自2019年1月7日起，凡
是年满2岁，在日本停留时间超过24小时的个
人，乘坐飞机或船舶等离境日本时都需缴纳

“离境税”。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被派遣到日本的外交

官和乘坐政府专机的出国者不会被征税；2岁以
下儿童、在日本逗留时间不满24小时以及搭乘
飞机转机的乘客原则上也不在征税范围内。此
外，出国后因天气异常等原因返回后再次出国
时也不会再征税。

通常意义上理解，离境税是指某国公民在
离开该国购买国际机票时，航空公司代替当地
政府收的税，它属于国际机票税费的一种。据报
道，日本离境税原则上也是由离开日本时乘坐
的飞机或船舶运营公司代收。航空公司和船舶
公司将在票价中加入离境税。至于乘坐个人拥
有的飞机或船舶如私人飞机等离开日本时，则
需要自行办理纳税手续。

日本离境税仅限于2019年1月7日以后购票
离开日本的情况。日经中文网报道称，日本国税
厅表示，乘客1月7日以前购买的机票，原则上不

征收离境税。如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公司就规定，
对于1月7日以前购买的机票不征收离境税。但
也有一些航空公司和船舶公司在出售1月7日之
前的票时，就注明在售票价格基础上要征收离
境税。因此，由于航空和船舶的运营公司各有不
同，纳入征收对象的机票和船票标准可能存在
差异，乘客在购买时需要进一步确认。

此外，对于一些购票时不确定出国日期的
“不定期客票”，如乘客1月7日以后确定出行日
程或把机票的出发日期改为了1月7日之后的
话，将被征收离境税。

日本离境税：仅限于今年1月7日以后购票离开日本的情况

虽然每人每次1000日元的离境税对个人而
言并不算多，但累积起来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
入。根据日本旅游局的数据，2017年有1788.9万
日本人离开日本，有2869.1万外国人访问日本，
共计4658万人，基于此，实行离境税后，预计将
每年为日本带来高达400亿至500亿日元的收
入。据日媒报道，预计截至2019年3月，日本离境
税收入将达到60亿元。而在2019年4月至2020年

3月，这项税收将达到500亿日元。
2018年12月18日，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

宣布，2018年访日外国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行时，预计每
年外国游客将增加到4000万人次。到2030年，访
日游客应增加至6000万人次。

据《日本时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将新税
主要用于完善旅游等相关基础设施。具体而言，

新税收入将用在机场设置人脸识别，同时完善
多语种信息提示设施以及引入更多无现金支付
终端等公共设施。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在2018年《国际观
光旅客税》法案通过之后，日本政府对2019年及
之后的税收确切用途并未明确。有日本媒体曾
报道称，日本一些党派人士担忧，新税巨额资金
恐遭浪费。

日本政府计划：将新税主要用于完善旅游等相关基础设施

除此之外，日本针对旅客征收的税种也在逐渐增多

日本羽田机场为简化本国居民出入境，启用了人脸识别自动门 图据视觉中国

今起离开日本
要交“分手费”

日本今起征收离境税 不限国籍每人1000日元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穆罕默德五世辞职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6日发表声
明，宣布现任最高元首穆罕默德五
世辞职。

声明说，穆罕默德五世根据宪法
辞去马来西亚第15任国家元首职务，6
日生效。他已经正式通知由马来西亚9
个州的世袭苏丹或州统治者组成的统
治者会议。

声明说，担任国家元首期间，穆
罕默德五世一直努力履行职责。穆罕
默德五世感谢统治者会议选举他为
国家元首，对总理及其领导的政府在
管理国家方面所给予的合作致以崇
高敬意。

穆罕默德五世同时敦促马来西亚
民众继续团结一致，承担起对国家的
责任，让国家保持和平与和谐。

声明并没有提及穆罕默德五世辞
职的原因。去年年底，他曾因病休养两
个月，由副最高元首纳兹林·沙阿代行
最高元首职责。

穆罕默德五世现年49岁，是马来
西亚北部吉兰丹州苏丹，2016年12月
出任国家元首。

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联邦制。
最高元首为国家元首、伊斯兰教领袖
兼武装部队统帅，由统治者会议从马
来西亚9个州的世袭苏丹或州统治者
中选举产生，任期5年。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