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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王俊岭） 今
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介绍了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对外投资
合作的有关情况。

最新数据显示，1—2月，中国境内投资者
共对全球 1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16 家境外企业
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56.6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229.8 亿美
元，完成营业额176.3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派
出各类劳务人员6.8万人，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
人员96.6万人。

高峰表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对外投资
合作平稳健康发展。具体来看，主要呈现以下
几个特点：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积极推

进。1—2月，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48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23亿美元，同比增
长7%。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
合同额 122.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53.2%；完
成营业额9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4.5%。

跨境并购稳步发展。1—2月，中国企业共
实施完成跨境并购项目45起，分布在英国、中
国香港、马来西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制
造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12个行业
大类，实际交易总额 24.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
资18.5亿美元。

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理性投资得到
有效遏制。今年1—2月，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流
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等传统投资领域，占比分别为 28.2%、20.5%和

10.2%。其中流向制造业32.1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
新增项目。

对外承包工程大项目多，带动当地发展作
用明显。1—2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86 个，占新签合
同总额的 81.1%。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主
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建设和电力工程建设行业，
合计占比超过 60%，有效改善了东道国基础设
施条件。

与此同时，1—2月相关主管部门办理新设
和并购类对外投资企业 618 家，中方协议投资
额 98.8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投资企业
614家，中方协议投资额93.7亿美元；金融类对
外投资企业4家，中方协议投资额5.1亿美元。

本报张家口 3月 21日电
（孔祥文、孟凡瑞） 今日上午
8时，晋冀蒙三省 （区） 交界
阴山余脉——大梁山深处，随
着最后一次爆破的岩石散落，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担负施工的
大 （同） 张 （家口） 高铁控制
性工程大梁山隧道贯通。这标
志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重要
配套工程大张高铁线下工程完
工，为年底全线开通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大张高
铁项目部经理秦飞介绍，线路
全长 140.079 公里的新建大同
至张家口高速铁路位于河北省
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设大同

南、阳高南、天镇、怀安 （不
含） 等4座车站，是华北北部
快速客运网的组成部分。其
中，全线最长也是重点控制性
工程大梁山隧道施工难度极
大。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项目技
术小组创新工艺，加强施工组
织，提高喷浆效率，最终确保
了完工的隧道混凝土内实外
美，得到建设单位好评。

大张高铁预计于今年 9月
进行联调联试，年底开通。通
车后，从大同乘高铁到张家口
观 看 冬 奥 会 仅 需 40 分 钟 左
右，大同至北京的列车运行时
间将从 6 个小时压缩至 100分
钟左右。

大同至张家口高铁线下工程完工

本报北京3月21日电（记者徐
佩玉） 银保监会日前公布《商业银
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信息披露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要求商业银行
至少按照半年度频率披露最近两个
季度的净稳定资金比例相关信息。

据了解，净稳定资金比例监管
指标旨在确保商业银行具有充足的
稳定资金来源，以满足各类资产和
表外风险敞口对稳定资金的需求。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信
息披露有利于发挥市场约束机制在

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促
进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在披露内容上，《办法》 要求
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银行 （简
称高级法银行），在定量信息方
面，按照模板披露净稳定资金比例
各项目折算前和折算后的金额。对
于非高级法银行，《办法》 采用简
化披露要求，仅对净稳定资金比例
及其分子 （可用的稳定资金）、分
母 （所需的稳定资金） 期末时点数
值提出强制披露要求。

商业银行将定期披露净稳定资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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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增值税进入倒计时！3 月 20 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重申之前确定的4
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率下降3个
百分点、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增值税率
由 10%降至 9%的同时，还确定了抵扣、退
还等配套措施。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
总署 3 月 21 日联合发布公告，对相关政策
进一步加以明确。国内增值税是中国第一
大税种，专家指出，大力度降低增值税显
示了政府降低税负激活市场的决心，具有
稳投资、稳消费的双向作用，将惠及全民。

减税规模和力度超预期

近几年，中国通过营改增等举措，平
均每年已给企业减税降费1万亿元。而此次
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增值税税率，规模
更大、力度更强，业界普遍反映超出预期。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扩大进
项税抵扣范围，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
扣，并把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
由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增加
纳税人当期抵扣进项税。财政部、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则明确了下调
增值税的具体政策。主要包括：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 （以下称纳税人） 发生增值税应
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
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
的，税率调整为 9%。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原适用 10%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 9%。
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
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
进项税额。原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
为 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
为 13%；原适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
率调整为 9%。适用 13%税率的境外旅客购
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11%；适用 9%
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
率为8%。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 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
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
纳税额。自2019年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
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表示，扩
大进项税抵扣范围是进一步细化减税政策

的举措，表明了政府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
不增的坚定决心，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扩大生
产经营活动，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三部
门的公告表明，下调增值税的相关准备正逐
步到位，4月1日起企业将如期享受到实惠。

双向减负双向稳

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率降低 3 个百分
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利好实业，也与
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白景明表示，这次增值税普降税率，
是在结构性减税基础上出台的普惠性减税
措施，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无论什
么行业，都能享受这一利好。“增值税税率
降了，商品价格中含的税就减少了，市场
上商品的零售价会降低。商品价格的降低
将有效刺激消费意愿。”白景明说，“减税
降费将有效减轻消费者的负担，从而起到
扩大消费的作用，拉动经济增长。”

减税力度不仅利于消费，也利于投资。
投资是继续做大做强中国经济的基

础。白景明表示，对于企业和行业来说，

此次减税一方面会大幅度减轻固定资产购
置进项税负担，如购进机器设备等；另一
方面会减轻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销
项税收负担从而带动投资增长。“尤其要看
到，对处于投资扩张期的中小企业和高科
技企业来说，这种减税的边际效益最高。”
白景明说，“此次减税降费既减轻投资者的
负担，也减轻消费者负担，具有稳投资稳
消费的双向作用。”

普惠性减税不是无边界“放水”

3 月 8 日财政部公布了 2019 年 1 月至 2
月财政收支情况。1月至2月，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39104 亿元，同比增长 7%；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35114亿
元，同比增长6.6%。“税收数据也显示出减
税降费进一步落地生根。”白景明表示，

“税费收入规模变动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
基本政策工具。如此高强度减税降费，利
于稳就业、稳投资、稳预期，也能间接稳
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同时，白景明表示，加力减税不是无

边界“放水”。“相比发达经济体，中国财
政政策的突出表现是减税力度大。但要看
到，减税不是简单地减收，而是有针对性
地调节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今年要把
普惠式减税和结构性减税有机结合起来。”

白景明介绍，结构性减税主要包括动
态调整进口关税税率水平、加大针对小微
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税收政策支持力度
等措施。对小微企业和科创企业减税的意
义在于充分发挥小微企业就业吸容功能，
让更多的人有事干、干成事。调整进口关
税税率水平意在减轻消费者对部分进口商
品的购买负担，满足多层次消费偏好，同
时培育创新能力，扶持新动能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

4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率下降3个百分点

倒计时！下调增值税礼包来了
本报记者 孔德晨

3月 20日，浙江
水利水电学院志愿者
走进湖州市德清县新
市古镇开展节水科普
教育活动，为学生们
带来有趣的水知识科
普和实验课，唤起孩
子们爱水、节水的意
识，迎接 3 月 22 日

“世界水日”的到来。
谢尚国 裴新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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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 21日电 （瑞安）
3 月 21 日至 22 日，“2019 中国企业
走出去风险发布会”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举行。活动由全国工商联
和 中 国 产 业 海 外 发 展 协 会 支 持 ，
江泰国际合作联盟和江泰全球救援
联盟主办。

会议围绕“风险识别、安保护
航、纠纷化解、商机对接”主题，
对 100 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营
商、安全、旅行、卫生、国别综合

等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大会发布
的“2019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风险
指引”，建议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
中，优化区位落地策略、借力对外
投资综合服务贸易平台以及金融保
险手段，加强风险防控、合法合规
经营。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驻华使
领馆的使节应邀出席了发布会，向
在场的中国企业代表介绍了所在国
对投资项目的需求及需要注意的事
项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会举行

3月 21日是农历春分。随着北方气温的回升，河北省
沧州市沧县的春耕春管进入繁忙时节。当地农民抢抓农
时，投入春耕春种各项农事生产，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图为沧县纸房头乡南小营村村民在用耕地喷杆喷雾机
进行喷水。 周 洋摄 （人民视觉）

春分到 农事忙

3月19日，在内蒙古扎赉特旗音德尔镇绰尔社区小微创业基地——技能大师工
作室，刺绣老师指导社区居民学习刺绣技法。该工作室传承蒙古族刺绣技艺，也让
一些居民学到一技之长，促进了就业。 王永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