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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当今的世界金融绝对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大部分人不甚了解对冲基金、

衍生品或者证券化等专业名词的来龙

去脉，但有人或许已经注意到，在谈论

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一些特定地区的

名字总是牵扯其中，它们共同的名字被

概括为“租税天堂”（tax heavens）。
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

租税天堂是经常被谈论的话题。雷曼兄

弟控股公司的垮台引发全球长达一个

月的金融恐慌，而该公司的注册地美国

特拉华州，从19世纪末期开始，就一直

是美国境内的租税天

堂。雷曼兄弟公司倒

闭后，紧接着爆发了

马多夫欺诈案，一场

由华尔街知名金融

界人士伯纳德马多

夫一手策划、金额高达500亿美元的旁

氏骗局。很快，马多夫案与租税天堂之

间的关联系也曝光了：2008年12月31日，

《纽约时报》刊出了大幅标题：马多夫

聚光灯照向境外资金的角色。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一书，集

结了三位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围绕“租

税天堂”进行了详实论述。三位联合

作者中，罗内•帕兰是英国伦敦城市大

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其最著名的

研究莫过于离岸经济活动对国家主权

的影响；理查德 · 墨菲，英国租税研

究公司CEO，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政

治人物经常咨询的知名租税和会计顾

问；克里斯蒂安 · 肖瓦尼奥则是法语

月刊《经济选择》副总编、《政治经济》

主编。

租税天堂加速金融危机

“在本书中，我们并未指称租税天

堂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过

我们确实认为，租税天堂是金融危机

加速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也认为，监

管租税天堂是未来任何一项稳定金融

市场计划中的关键要务。”

尽管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但在书

中，针对租税天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以及离岸金融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

家的影响，三位作者还是联手作出了规

范的学术研究。在任何时候，他们都避

免作出简单的结论。凭借此点，该书被

认为有效区别于其主要竞争对手尼古

拉斯·萨克斯森的《金银岛》—尽管《金

银岛》受到的社会关注更为广泛。

对离岸金融中心以及租税天堂

问题的有效理解，一直面临两大难

题：一是租税天堂对全球资本的影

响很难给出量化统计结果，这必然导

致该书给出的结果显得有些粗糙。但

是，在其《租税天堂的动态统计资料》

一章，一些有效的数字结论还是颇为

吸引眼球。

三位研究者援引国际货币基金在

1994年发表的报告称，全球跨国融资

金额中，有超过一半是通过境外国际

货币地区进行的。而另一组惊人的统计

数据显示，在全球的外人直接投资（或

是近乎直接投资）总额中，有约30%系

经由租税天堂投资。而根据中国商务

部2007年发布的前五个月的资料显示，

这段时期投资中国创新事业的所有资

金中，86%来自于十个国家和地区，依

序是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日本、

韩国、新加坡、美国、开曼群岛、萨摩亚、

中国台湾和毛里求斯。此外，研究者还

对“通过租税天堂逃避的税款有多少”

作了曲线估计。针对富人，研究者还对

他们个人寄放在境外地点的财富价值

作了比较。

另一大难题是：有关“租税天堂”

的定义本身，长久模糊、存在差异，这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揭开“租税天堂”面纱

中国新富阶层的资本转移之地

作为以色列独立之后出生、成长

起来的一代人，大卫 · 格罗斯曼显然有

别于年长他15岁的阿摩司 · 奥兹。较之

后者擅长从家庭角度描绘以色列建国

前后的世态人心，格罗斯曼更热衷于

刻画家庭之外的更多主题：大屠杀、移

民、巴以冲突，特别是当代以色列社会

复杂多元的世俗风貌。两人的创作风

格也彼此迥异，奥兹多师法19世纪俄

罗斯文学，笔触细腻、优美、典雅、深沉；

而格罗斯曼则从欧美现代文学中汲取

营养，浓墨重彩且风格诡谲，犹如一幅

超现实主义绘画。

有了上述对格罗斯曼的大致认识，

那么，这本格罗斯曼自称“致青春”的

小说《一同奔跑的人》，就不显得那么

简单纯粹了。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讲述

十六岁男孩女孩在一只可爱狗狗的牵

引下，“为亲人孤独历险，收获不期而

至的初恋”的小清新故事，就难免小觑

了格罗斯曼一贯的创作用心。事实上，

在成长主题之外，格罗斯曼还描摹了

耶路撒冷这座老城的今生，探讨了一些

关于生活、家庭、感情，乃至人的存在

等更为宏大深刻的命题。可以说，在《一

同奔跑的人》轻盈快捷的叙述节奏中，

“魔都”耶路撒冷的青葱岁月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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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 · 帕兰位列《钱是如何被

藏起来的》一书的第一作者，是伦敦

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在

有关国家、全球化以及国家战略等

领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上著述

颇丰，同时也是期刊《国际政治经济

学评论》的创始编辑之一。当然，罗

兰 · 帕兰最核心的研究领域是“离岸

金融”，曾著有《境外世界》等专著。

其有关“离岸金融”最核心的观点则

是：“离岸金融”不是民族国家衰落

的唯一原因，但必定是促成其衰落

的一个重要因素。

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远在伦敦

的罗兰 · 帕兰教授。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称，世人对租

税天堂的认知大多是不正确的。租税

天堂在世界经济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

的角色？

罗兰·帕兰：简单地说，租税天堂

就是富人和公司用来逃税和避税的工

具，当然现在它的功能已经不单纯只

有这些了。如今租税天堂的商业模式，

有一部分是暗中破坏许多法规，是金

融机构用来规避监管的有效手段；同

时，租税天堂还可以洗钱、隐藏贪腐

所得的“私房钱”或者隐瞒商业活动，

不过低租税政策仍然是租税天堂的一

项主要特色。

时代周报：客观来讲，你怎么评价

租税天堂？

罗兰·帕兰：说真的，我完全看不

到“租税天堂”存在的积极作用，我

觉得它们本身并不带来任何价值。

时代周报：惯常来说，哪些机构

和个人是租税天堂的受惠者？

罗兰·帕兰：因为“离岸”约定的

成本，所以只有真正非常富有的人才能

从中受益，比如百万甚至亿万富翁，这

种越富有越能从中获利的规则同样也

适用于公司，“租税天堂”真正能起到

作用的是中等规模以及大规模的公司。

时代周报：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

的》这本书英文版的书名实际上是“租

税天堂：全球化究竟是如何运作的”（Tax 
havens: How Globalization Really Works）。
全球化运作当中，租税天堂的存在实际

上促进了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罗兰·帕兰：租税天堂和贫富差

距扩大之间是非常直接的关系。经合

组织国家（即OECD国家，是由30多个

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

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

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

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1961
年，目前成员国总数34个，总部设在巴

黎）设计的税收制度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扶持公共服务；二是对抗资本主

义财富收入聚集的自然倾向。这一想

法的基本点就是为了维护市场，因为

越多的人拥有购买力，市场就越能够

长期持续良性运作。

但是因为“租税天堂”的存在，

富人们反而能够逃避纳税，其结构就

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实际的市

场需求持续下降；在西方国家，这就

导致了用债务补偿的方式来粉饰市

场需求，而这也成了其经济危机的根

本原因。

时代周报：你在“发展中的课题”

中提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并

不是个人和企业使用复杂高明的逃避赋

税伎俩，而是资本外逃至发达国家。通常

情况下，非法资本外逃有哪些形式？

罗兰·帕兰：像非洲地区的一些

发展中国家，采掘工业是其一大问题，

他们善于使用设在租税天堂的子公

司，以确保在非洲的低运营成本。受

其贿赂的官员们联合起来后，这些矿

业公司往往可以有效地不支付任何矿

区土地使用费。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非

洲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大部

分人都非常贫穷的原因。

对中国，我觉得新财富阶层正在

使用避税天堂的优势将其大量财富

转移到国外，其结果就是中国工人们

的工资普遍不高，至少没有达到他们

原本应该有的数额；我知道中国工厂

里的工人工作都非常辛苦、高强度，

但工资普遍较低。

时代周报：能否谈谈你所了解的中

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及其相关情况？

罗兰·帕兰：我还没有对中国做

过具体的个案研究，但是很清楚的一

点是，澳门、香港和英属维京群岛是

中国人最常用的避税路线。

时代周报：中国人很关心官员的贪

腐问题。贪腐与租税天堂之间究竟是一

种什么样的关系？

罗兰·帕兰：所有层级的政府都

有因贪腐而资本外逃的例子，许多例

子涉及中间人安排政府合约或授权以

换取酬劳，这些贿赂款往往汇至海外

银行户头。我们知道的是，全球财富

中至少有16%源自资本外逃率甚高的

非洲和拉丁美洲，另有22.5%来自资本

外逃情形也很普遍的亚太地区。这些

地区总计拥有超过38%的全球财富，

这和这些国家相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度不成正比。发达国家的银行存款中，

来自这些源头的比例也很高。

小规模的贪腐可能已经被用于

日常开支，所以利用“租税天堂”的

贪腐款项往往数额巨大。我觉得当前

打击贪腐问题的行动中遇到的一个

大问题就是定义过于狭隘，往往忽略

了租税天堂在助长资本外逃方面扮

演的角色。保密和贪腐是共生关系；

租税天堂长期提供保密、助长贪腐，

因此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不能不讨论

租税天堂的角色。

时代周报：你对租税天堂整体是持

否定态度的，但是，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

里，因为政策禁止外资进入到互联网、传

媒等特定行业，许多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

业，是通过VIE模式实现境外上市，获得

创业初期资金的。可以说，中国互联网行

业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这些“租税天堂”。

你怎么评价“租税天堂”的正面效果？

罗兰·帕兰：我也注意到了这

个问题，这被称作迂回投资（round 
tripping）。但我觉得，因为政策原因而

导致的中国企业不得不利用离岸公司

这个问题，中国应该妥善解决，因为从

长远的角度考量，利用离岸公司导致的

负面代价一定超过其所带来的好处。

罗兰·帕兰：“租税天堂助长贪腐”

伴随的是一种很有分量的笃实舞步。

小说分两条线索，其套路近乎法国

作家圣 ·艾克絮佩里的童话《小王子》，

和英国作家查尔斯 · 狄更斯的小说《雾

都孤儿》—男孩阿萨夫为寻找狗狗

丁卡的主人塔玛尔走遍老城，见识了不

耐烦的披萨店老板、自我禁锢50年的希

腊修女、狂妄自大的警察、男人气十足

的餐馆女掌柜、凶神恶煞的流氓和歹

徒……女孩塔玛尔为拯救深陷毒窟的

哥哥，身陷耶路撒冷的街头社会和地下

世界，在犯罪、暴力、欺诈和边缘艺术

的亚文化之间彳亍徘徊。

这两条线索的平行推进使整本小

说呈现一种“黑童话”的诡异气质，“现

实”以不善交际、宅在家中沉迷网游的

阿萨夫，和常年过着不正常家庭生活的

塔玛尔或另类或扭曲的视角被展现出

来。不过，格罗斯曼并没有对这一对少

年的“另类”或者“扭曲”作出道德评骘，

有几个人在青春期没有过“另类”和“扭

曲”呢？他倒是更汲汲于通过他们这种

经过变形的魔幻眼光，刻画一座老城

的另一番风貌，另一种维度，我们发现，

这其中蕴涵了多少神秘，多少玄机，多

少诱人为之一观的魅力啊。如果说经此

描摹，耶路撒冷像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

“魔都”色彩，那么，正因这种宏大的“魔

都”气象，耶路撒冷才代表了一种海纳

百川、混沌多元的生活和审美旨趣。

如果说，循着上述两条线索我们

领略了耶路撒冷平面上的“印象”，那

么，格罗斯曼又通过叠加往复、极富

立体感的叙述方式，展现了这座城市

的“深度”。比如，格罗斯曼描写阿萨

夫被迫关在修道院中听希腊修女讲故

事，就颇具一种彼此映射、画中有画

的奥妙感：修女讲述与塔玛尔的第一

次相遇；在这次相遇中，塔玛尔向修

女讲述王尔德的童话《巨人的花园》；

该童话引起修女对围墙自闭的反思，

并且回顾起自己的往昔生涯；阿萨夫

对塔玛尔、《巨人的花园》和修女的

回忆大发感慨，并在之后的冒险经历

中时时咀嚼这些故事……就这样，格

罗斯曼通过直接或间接引语，拼贴出

不同个体支离破碎而又色彩斑斓的经

历，搭建起记忆与当下、虚拟和现实的

桥梁，并经由这样的群像式描写，反映

了整座城市的面貌：家庭、族群、传统、

宗教，等等。

既有这样的“深度”，老城中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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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女，当年她奉家乡之命常驻耶路撒

冷接待前来朝圣的乡亲，孰料几十年中

从未有过访客，原以为她会遗憾不已，

但她在得知家乡于很久以前的一场地

震中沉陷大海时，依然足不出户、矢志

不渝。我们不禁要问，当促成某种信仰

形成的因素消失时，这种信仰为何仍然

存在呢？是人的愚昧、自我慰藉，还是

惯性使然？还有一些话题则探讨具体

而微的生存问题，比如，塔玛尔涉险厕

身的演艺团，是一个打着提携新人旗

号、实际偷鸡摸狗乃至销赃贩毒的黑

社会团伙。那么，为何团伙中从事正当

营生的其他年轻人，年复一年地对此

置若罔闻？格罗斯曼一针见血地写道：

“如果他们真正理解自己的处境并且直

截了当告诉自己正在与什么人同流合

污的话，他们会因为羞愧难当而死去。”

由地下非法组织，引开并提升至

对压迫、独裁乃至大屠杀制度悖谬性

的思考，为这本走治愈暖色路线的小

说，平添了一抹沉重、黑暗的底色。看

来，格罗斯曼笔下的耶路撒冷老城的

青葱岁月，从未明媚到可以没心没肺、

浪掷豪情般逍遥自在。

直接影响了统计结果。本书为“租税天

堂”提出了三个非常简洁的定义要素：

针对非居民的低税收或者无税收、有

效的保密条文以及轻松灵活的公司注

册制度。

转移定价，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

针对发展中国家问题，三位研究者

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并

不是个人和企业使用复杂高明的逃避

赋税伎俩，而是资本外逃至发达国家”。

他们援引国际资本外逃议题专家贝克

雷蒙德的数据称，从发展中国家非法

外逃的资本量非常可观。有关跨国非

法资金流量的最新估计，是每年一万亿

至一点六万亿美元，贝克认为，这些资

金中有一半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

体流出，流入了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中

心。而经济学家卡尔· 戴夫和迪芬 · 卡
莱史密斯的研究数据则显示，2002年
到2006年期间，从发展中国家非法外

流的资金量平均每年增长18.8%。

三位研究者称，跨国非法资金转移

可分三种方式：使用欺骗的转移定价方

法，毒品交易、诈骗勒索、走私等犯罪活

动所得和恐怖分子资金转移，以及政府

官员受贿和侵吞所得。不过他们同时指

出，贪腐所得的非法移出往往最受媒体

和公众注意，但实际这部分所占比例最

小，而无论是避税还是资本外逃，占大

部分的实际为“转移定价”。

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转移定价”。

某商品从甲国出口至租税天堂时，高价

低报，再从租税天堂以全价转收他地，

这中间赚得的差价便是从甲国外逃的

资本；进口至甲国时，低价高报，多付

的价格便是从甲国外逃的资本。通常情

况下，上述两种方式都可以通过设立

在租税天堂的子公司操作，并进入其

境外银行账户。

避税方面，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广

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举过一个更具体的

例子：

河北某公司和某

国M集团（境外）于

1990年末共同投资创

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A公司，注册资本2.5
亿元，投资总额3亿
元，主要从事汽车及

相关零配件的生产及

销售。近年来，A公司

的年报数据一直处于

低盈利状态。河北国

税局和石家庄国税局

调查发现，A公司在

从关联方（M集团）进

口原材料和向关联方

出口产品两方面，存在

“转让定价”行为：通

过高价从M集团进口

原材料， 加工产品后，低价出口给M集

团。“一高一低”，降低了A公司的利润，

也使相应的税收减少了。通过高买低卖

的方式，把利润做给离岸公司，把亏损

留给国内公司，从而避免了国内的增值

税等。2008年12月，A公司向税务机关

补交应纳税额4375万元。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一书中，

还具体以中国为例，说明了何为“迂回投

资”，即从发展中国家外逃的资本中，有

一部分伪装成外资直接投资回流本国。

研究者称，“以中国为例，外国投资者通

常享有较低的税率，有利的土地使用券，

便利的行政支持，甚至较好的金融服务，

他们的财产权也享有更佳的保护。据信，

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新公司中，中国

市场占最多数，而中国香港和英属维京

群岛是中国最大的外人投资来源地。”

葱岁月想必也不会似《在

路上》或《猜火车》跑得

那么远。没错，格罗斯曼

是写了嗑药、乱性、“父

母皆祸害”，他的故事固

然围绕亲情、友情，和“不

期而至”的爱情展开，但

他最终追问的，是摔门而

出之后“怎么办”？一言

以蔽之，他的笔尖始终萦

绕着一种责任意识。阿萨

夫和塔玛拉的成长，即是

对自己责任的定位，他们

踏上对过去自己的告别

之旅，同时也是对新自我

的努力寻找—尽管不

无磕绊和挫折。格罗斯曼

精确把握青春期少年“恐

惧来自未知”的心理，他

从不让他们借故逃避，更

不鼓励破罐破摔的意气用事，而是着

眼于在过往的废墟上，如何重建生活

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黑童话”

色彩使小说不时散发出寓言的气息。

比如上文提到的把自己禁锢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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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手策划、金额高达500亿美元的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