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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問題一部分」美巨富籲徵富人稅
索羅斯等人聯署 冀總統參選人納政綱

聯署的18名超級富豪，包括國際金融炒家
索羅斯、迪士尼集團後人阿比蓋爾．迪

士尼、建築商普利茲克家族繼承人西蒙斯及
社交網站facebook共同創辦人休斯等。他們在
信中呼籲總統選舉所有參選人，不論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均支持向美國最富有0.1%的超
級富豪，徵收「溫和幅度」的財富稅，認為
新稅收應來自最富裕階層，而非中等或低收
入美國人。

支持民主黨沃倫主張
信中指出：「美國有道德及經濟責任，向

富人徵收更多稅款，財富稅可應對氣候危
機、改善經濟和醫療服務，公平地創造機
會，以及促進民主自由。」聯署人特別提到

沃倫的主張，認為
沃倫的建議將為
數百萬家庭提供
更佳機會，實

現美國夢。沃倫建議向擁有5,000萬美元(約
3.9億港元)或以上的家庭，徵收2%財富稅，
而對身家逾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的富豪，再
額外徵收1%稅款，預計未來10年可為庫房帶
來2.75萬億美元(約21.4萬億港元)進賬。

「向我們徵稅沒問題」
35歲的西蒙斯是最年輕聯署人之一，其家

族坐擁逾330億美元(約2,576億港元)資產。她
承認「我們是美國貧富不均的問題一部分，

因此應向我們徵稅，我們沒有問
題」。西蒙斯在民主黨提名
戰中力挺沃倫，對於
部分民主黨人反

對財富稅，認為藝術品等資產難以計算價
值，且聯邦政府向物業等資產徵稅可能違
憲，西蒙斯強調計算資產值並不困難，批評
提出這論調的人「懶惰」。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早前發表報告，指美

國最富有的0.1%人，合共擁有全國1/5資
產，較1970年代的7%大幅上升。聯邦儲備局
近期亦發表分析報告，發現過去30年最富有
1%美國人的淨資產增加21萬億美元(約164萬
億港元)，收入最低的50%國民同期資產卻下
跌9,000億美元(約7萬億港元)。 ■綜合報道

美國18名億萬富豪前日

發出公開信，支持向超級

富豪徵收財富稅，指此舉

有助解決美國日益嚴峻的

貧富不均問題，期望公開

信能促使明年總統選舉各

參選人辯論此議題。儘管

聯署富豪聲稱行動屬跨黨

派，並非支持任何一名參

選人，但當中卻特別點名

提到民主黨初選參選人沃

倫的財富稅主張，認為其

方案「將讓數以百萬計家

庭 更 有 機 會 實 現 美 國

夢」。其中一名聯署富豪

則直言「我們是貧富不均

問題一部分」，認為多交

稅沒有問題。

角逐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的麻省參
議員沃倫提出「財富稅」主張，向富豪的
巨額資產「開刀」，引起美國社會激烈討
論。今年較早時的民調顯示，除大部分民
主黨黨員外，也有不少共和黨人贊成財富
稅，反映消除貧富不均已成為總統選舉主
軸，相關爭議將延至明年選舉，但民主黨
參選人能否藉這議題，擊敗曾寬減富豪稅
務負擔的總統特朗普，仍屬疑問。
《紐約時報》2月的民調發現，絕大部分

選民認為入息不均是一大問題，政府應盡力
解決。61%受訪者支持沃倫的財富稅方案，
以民主黨人為主，但受訪共和黨人中，也有

過半數支持財富稅。民主黨籍退休教師伍德
指出，現時政治制度中，部分人坐擁數以十
億美元計財富，其他人卻只有少量資產，
「他們(富豪)沒有公平付出」。

特朗普曾支持 上任後轉軚
不少民主黨參選人均以打擊貧富不均為

主要政綱，例如熱門參選人之一、佛蒙特
州參議員桑德斯，便倡議公立大學免學
費，以及所有人均受聯邦醫療保險保障。
羅斯福研究所研究員林登認為，進步派人
士相信，向富豪徵稅已成民主黨內主流意
見，一旦民主黨明年成功入主白宮及控制

國會，將可付諸實行。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於1999年，已建議

向擁有1,000萬美元(約7,810萬港元)或以
上資產的人，一次過徵收 14.25%財富
稅，將可為國庫進賬5.7萬億美元(約44.4
萬億港元)，紓緩國債負擔，特朗普2016
年角逐總統時重提這主張，但上台後已絕
口不提，更簽署總值1.5萬億美元(約11.7
萬億港元)稅務改革方案，削減高收入人士
的邊際入息稅率。《今日美國報》評論指
出，目前美國財赤及貧富不均嚴重，大量
工人因數碼革命而失業，特朗普是時候推
出財富稅。 ■綜合報道

沃倫方案

民主黨麻省參議員沃倫
大力提倡開徵富豪稅，
建議向擁有5,000萬美元
(約3.9億港元)或以上資
產的家庭，每年徵收相
當於家庭資產總值2%的
財富稅，身家逾10億美
元(約78億港元)的家庭，
則額外多徵 1%，估計
7.5萬個家庭跌入稅網。

爭議之處

美國憲法第十六
修正案授權國會
「對任何來源的
收 入 徵 收 所 得
稅」，但沒有提
及可以向資產徵
稅，因此任何徵
收財富稅的計劃
都肯定引起違憲
爭議。

反對理據

反對一方認為，納稅人已
為收入繳稅，沒理由再對
除稅後收入累積而來的財
富徵稅，富豪利用資產進
行投資更可帶動國家經
濟。沃倫的建議包括向公
民海外資產徵稅，國稅局
如何確保富豪申報所有資
產，並繳足稅款，將是重
大挑戰。

支持理據

支持財富稅一方則認為，
「只徵收入不徵資產」的做
法並不公平，例如連鎖零售
巨擘沃爾瑪的行政總裁，要
為每年約2,200萬美元(約1.7
億港元)入息繳稅，但集團創
辦人家族3名繼承人雖分別
坐擁450億美元(約3,512億
港元)身家，但因入息較低而
繳付較少稅款。

{ {美 財 富 稅 討 論 知 多 啲 美國不少人支持向富豪徵收「財富
稅」，認為可改善貧富不均情況。事實
上，多個歐洲國家早已實施財富稅，但最
終只有4個國家仍保留，法國和德國等大
型經濟體已先後撤銷，原因包括觸發富豪
撤資甚至移居其他國家，對國家經濟得不
償失。此外，由於部分國家將藝術品剔出
徵稅範圍，結果促使富豪紛紛利用漏洞，
購入藝術品避稅。

僅4國仍實施
在1990年代，歐洲共有15國徵收財富

稅，目前只餘下瑞士、比利時、挪威和西
班牙，其中瑞士由州政府制訂稅率和徵
收，徵稅範圍涉及物業、證券、汽車及首
飾等，屬較全面實行的國家。西班牙在
2008金融海嘯期間一度中止徵收財富
稅，到2011年恢復，但提高納入稅網的
門檻，明顯避免對經濟造成太大衝擊。
多個歐洲國家「打退堂鼓」，原因不外
乎是不划算。以法國為例，財富稅估計每
年為庫房進賬36億歐元(約320億港元)，
但富豪以各種方式逃稅，加上估計截至
2012年的12年間，已有4.2萬名富豪遷離
法國，削弱稅基，導致法國每年損失70
億歐元(約622億港元)，而在財富稅生效
首10年，多達2,000億歐元(約1.78萬億港
元)資金撤出法國。法國總統馬克龍衡量
得失後，去年決定取消財富稅。
至於在德國，由於不同資產的財富稅稅

率各異，許多富豪沽出股票和債券，大舉
買入物業，因物業是按照遠低於市價的
「正式價值」徵稅，結果導致市場被扭
曲。當政府取消財富稅，資金便重新流入
股市。 ■綜合報道

今次發出公開信呼籲向
超級富豪徵財富稅的其中
一名聯署人，是年僅35歲
的西蒙斯。她是美國名門
望族普利茲克家族後人，
家族擁有凱悅酒店等逾

200間酒店及數十間建築公司，目前在《福布斯》美
國400大富豪榜上，普利茲克家族共有11人榜上有
名，原來源於由西蒙斯17年前一宗家族訴訟。

曾參演《空軍一號》
西蒙斯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非洲歷史，投身社會後關
注非洲國家的衛生問題，數年前在肯尼亞設立初創公
司，專門把烘乾的人類糞便轉作燃料，並與法國一間混
凝土生產商的肯尼亞分公司簽署協議，提供這種燃料。
西蒙斯貴為普利茲克家族後人，但她並非在商場

上打響知名度。美國人最熟悉她的兩件事，其一是
她曾當童星，年僅9歲便被發掘演出舞台劇，而在
1997年荷里活電影《空軍一號》，西蒙斯飾演美國
總統女兒，當時飾演總統的夏里遜福，更將西蒙斯
與同屬童星出身的女星茱迪科士打相提並論。
另一哄動事件則是西蒙斯於2002年入稟

法院，控告父親和多名家族成員，以
遠低於市價出售家族資產給信託基金，
令她和兄長馬修蒙受損失。雙方最終達成
和解，西蒙斯和馬修各獲賠約5億美元(約39
億港元)。訴訟更促使普利茲克家族「分身
家」，多名家族成員因此擁有巨額資產，登上美國
富豪榜。
西蒙斯翌年接受《福布斯》訪問，談到這場官

司，表示並非為了金錢，「只是希望知道發生什麼
事」。 ■綜合報道

過半選民撐徵稅 勢成大選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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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輕聯署人僅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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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等富商聯署促總統參選人將開索羅斯等富商聯署促總統參選人將開
徵財富稅納入政綱徵財富稅納入政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阿比蓋爾阿比蓋爾．．迪士尼迪士尼

■■休斯休斯

■■沃倫主張向富豪沃倫主張向富豪「「開刀開刀」」引起引起
社會熱議社會熱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