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财经要闻·财经 2019年10月8日 星期二

财
经
财
经

责编：聂传清 徐佩玉 邮箱：hwbjjb@163.com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
保、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宣布其股东财政部将所
持有10%股权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资划
转社保进入密集操作期。根据财政部等五部门近期印
发的 《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工作的通知》，中央和地方于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
工作，国资充实社保全面提速。

划转工作全面推开

国资划转社保工作始于2017年。当年11月，国务院
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决定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
口。划转对象为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
业、金融机构，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

2018年，首先在中国联通等3家中央管理企业，中
国再保险等2家中央金融机构，以及浙江省和云南省开
展试点。目前，中央层面已陆续对超 50家中央企业和
10余家中央金融机构实施了划转。地方层面，除试点
省份外，其他省份也相继开展了划转前期准备工作。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考虑到划
转试点工作基本完成，积累了经验，全面推开划转工
作的条件已经具备，为进一步加快划转进程，增强社
保可持续发展能力，今年 7 月 1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今年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工作。

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表示，目前中国养老保险基
金运行总体平稳，养老金的发放有保证。受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剧和人口流动不均衡等因素影响，再加上以
前基金不能在省际之间调剂，确实有一些省份存在基
金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的问题。出于推动养老保险制度
朝着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的目的，全面推开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2020年基本完成

9月10日，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
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明确

了划转工作的时间表。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
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确有难度的企业可于 2020年底
前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待集中统一监管
改革完成后予以划转；地方层面，于 2020年底前基本
完成划转工作。

由于划转涉及面广，企业情况复杂，财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制定了《操作办法》，对试点反映的有关事项
逐一进行明确。

其中，对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划转，《操作
办法》 明确可直接划转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或持
股平台自身的国有股权，也可划转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或持股平台所属一级子公司国有股权。

在多元持股企业划转方面，划转对象涉及多个国
有股东的，须分别划转各国有股东所持国有股权的
10%，并由第一大股东牵头实施。

关于税费处理，明确在国有股权划转和接收过程
中，免征印花税、过户费等税费，并规定了所得税处
理方式。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表示，此次
《通知》明确时间要求和具体操作办法，国资划转社保
将全面提速。今年以来，国有企业收入利润都有大幅
度的增长，为股权划转社保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根据
财政部数据，1-8月，全国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39.49万亿元，同
比增长 7.4%；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 1.82 万亿元，同比
增长7.4%。

“分红为主，运作为辅”

国有股权划转后，收益如何获取和使用？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

基金后，承接主体获取收益的方式是“分红为主，运
作为辅”。也就是说，国有资本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股权
分红，今后由各承接主体的同级财政部门统筹考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和国有资本收益状况，适
时实施收缴，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缺口，不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同时，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经批准也可以通过
国有资本运作获取收益，国有资本运作主要是国有资
本的结构调整和有序进退，目标是实现国有资本保值
增值，获取更多收益，不是简单的变现国有资本。

现阶段，考虑到划转后国有股权将开始产生收
益，为了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

《操作办法》 明确，在划转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出
台前，划转国有资本产生的现金收益可由承接主体进
行投资，投资范围限定为银行存款、一级市场购买国
债和对划转对象的增资，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地方承
接主体。每年 6 月底前，社保基金会及各省承接主体
还应将上年度国有资本收益和分红情况报送同级财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保证资金安全受到严格
监督。

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司长陆庆平此前表示，划转企
业国有股权，对于企业而言，是国有股东持股比例
的改变，属于国有股权的多元化持有。划转不改变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不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
造成影响。

国资充实社保全面提速
本报记者 李 婕

国庆旅游花了 6497 亿元
本报记者 赵 珊

国庆旅游花了 6497 亿元
本报记者 赵 珊

本报北京10月7日电（记者张
璁）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
国庆节假期前 6 天，全国边检机关
查验出入境人员1045万人次，同比
下降11%。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 607 万
人次，同比下降 15.1%；港澳台居
民出入境 303 万人次，同比下降
7%；外国人出入境 13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4%。北京首都、上海浦

东、广州白云等大型空港口岸出入
境客流总体平稳，相较去年变化不
大。毗邻澳门陆路口岸出入境客流
增长较快，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人
员达到 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6%。
毗邻香港陆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降幅
明显，罗湖、深圳湾、福田口岸日
均出入境人员分别为 13.5 万人次、
10.6 万人次、10.5 万人次，同比分
别下降47.8%、31.2%、37.7%。

本报电（陈则周、林巧燕） 享
誉全国的“汽车之城”——福建省
福州市闽侯县青口镇，今年上半年
又创佳绩：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210
多亿元，其中汽车产业 94 多亿元，
出口创汇近12亿元。

青口汽车城的大发展已有20多
年历史。1995年，台湾裕隆集团所
属的中华汽车集团选中了青口建东
南汽车城。2003年，德国戴姆勒公

司来到青口投建福建奔驰汽车公
司。经过多年的发展，青口汽车工
业从两岸牵手合作迈向国际化，并
依托两大龙头企业的带动，各类汽
车配套企业纷纷在此落地开花。

目前青口镇累计引进建成投产
企业280多家，其中汽车整车厂及配
套厂180多家，汽车销售企业（4S店）
30多家。眼下青口正在加快建设以新
能源汽车为方向的东台工业园。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陈炜
伟）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至8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长 4.2%，增速比 1 至 7 月份加快
0.4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基础设施投资中，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42.2%，增速比 1 至 7 月份和上年同
期分别加快 1.2 和 7.3 个百分点；道

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7.7%，增速比 1
至7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铁路运
输业投资增长11.0%。

此外，数据显示，1 至 8 月份，
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13.8%，增
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7个百分点，高
于全部投资8.3个百分点。其中，教
育投资增长 19%，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投资增长15.1%。

国庆前六天出入境人次超千万

前8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王
靖） 记者 10 月 6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
政府获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内
蒙古着力发展壮大农牧业产业，目
前已打造出奶产业和玉米产业 2 个
千亿级农牧产业，形成了肉羊等 8
个百亿级优势产业，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内 蒙 古农牧厅厅长孙振云表

示，下一步，内蒙古将不断推动农
牧产业提档升级，着力打造更多专
业化、规模化产业集群，力争将肉
牛、肉羊、杂粮产业打造成千亿
级产业集群，把大豆、中蒙药等
产业打造成百亿级产业集群，使
优势特色产业成为支撑推动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
兴的中坚力量。

福州市闽侯青口镇出口创佳绩

内蒙古奶和玉米产业破千亿级

金 秋 十 月 ， 广 西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
梯 田 呈 现 “ 大 地 铺
金”的壮丽景观，吸
引众多游客和摄影爱
好者纷至沓来。据介
绍，国庆期间，龙脊
梯田景区接待游客近
15 万人次。图为 10 月
6日，游客在龙脊梯田
观光游览。

潘志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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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2019 世界
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颁奖
盛典在山东省青岛市举
行。来自 67 个国家和地
区的佳丽各展风采，最终
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两
名选手分获冠亚军，中国
选手谭若依获得季军。图
为分获冠亚季军的选手在
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国 庆 节 假 期 期
间，江苏省南京市江
宁区淳化马场山亲子
游持续火热，三国村

“沙场点兵”主题游
更是引爆客流。据统
计，假期游园总人数
近10万人次。

武俊堂摄

沙场秋点兵沙场秋点兵

记者10月7日晚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综合
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
务商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中心）综合测算，2019 年国庆 7 天全国共接待
国内游客7.82亿人次，同比增长7.81%；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6497.1亿元，同比增长8.47%。受景区降
价、高速免费、文旅融合和监管有力等积极因素
的影响，游客满意度和获得感稳步提升。

爱国主旋律引领国庆旅游

假期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爱国主旋律引领
国庆旅游市场。国家博物馆延长多个展览的展
期，海南省博物馆每天开放至 21时，江西省博
物馆首次开启夜游模式，让游客体验不一样的

“博物馆奇妙夜”。天津市文博场馆推出 《我与
祖国共成长》等100场文博展览。武汉市属博物
馆、纪念馆推出 40 余项红色展览活动。贵州、
四川、湖南、吉林等地的博物馆、美术馆、文
化馆延长开馆时间，让广大群众获得更多的文
化服务。

假日旅游传承红色价值

红色旅游成为今年国庆旅游市场的主打
产品。游行主题方阵和地方花车展示元素成为
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调查表明，78.84%的游客
参与了各式国庆庆祝活动。

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船、杨家岭、西柏
坡、古田会议旧址、香山革命纪念地等红色旅
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
物馆、河南箭厂河等红色景区和革命旧址游人
如织，游客携家人纷纷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路线，缅怀革命先烈，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红
色基因。海南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推出

“壮丽70年，青春正当红”系列主题活动。

美丽风景映衬美好生活

美丽中国旅游梦越来越走进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调查表明，国庆期间出游 1-2 次的游
客 占 比 52.01% ， 出 游 3-4 次 的 游 客 占 比 达
35.05%。景区推出多重优惠吸引游客，安徽省

38 个国有重点景区降低门票价格，部分景区门
票价格下调幅度超过 10%。全域旅游效果明
显，游客深入体验城乡美好生活，夜间旅游方
兴未艾。调查表明，44.96%的游客长假期间参与
夜间旅游活动。

出境旅游消费更趋理性

国庆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
198 万人次，7 天合计出境游突破 700 万人次。
与数年前长假国人海外爆买不同，今年假期出
境游客更加注重放松心身，抢购马桶盖、感冒
药、电饭锅等商品，甚至打包用小集装箱运回
国内的现象鲜有发生。

国人青睐的海外旅游目的地也日趋合理，
盲从跟游者越来越少。国庆期间，除日本、泰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意
大利、俄罗斯等传统目的地依旧火爆外，捷
克、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克罗
地亚、马耳他、柬埔寨等小众目的地旅游产品
在线预订量同比增幅超两位数。

佳丽展风采佳丽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