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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
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推出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调整完善
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
下划地方等改革措施。专家分析，改革方案对进一步理
顺央地财政分配关系，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具有重要意
义。从短期看将有利于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从长期看则将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

有力保障减税降费

近几年来，减税降费是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汇，也是
积极财政政策发力的重要体现。1月1日起，实施小微企
业普惠性减税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4 月 1 日
起，深化增值税改革；5月1日起，降低社保费率……
今年1-7月，全国已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3492亿元，在
2018年减税降费1.3万亿元基础上，预计今年全年将继
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2万亿元。

“中国今年的减税降费规模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中
国财政史上，都没有这么大规模。”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也给财政收支平衡带来较
大压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副主任何代欣看来，近年来减税降费力度越来越
大，今年的目标2万亿元更是占到去年全国财政收入的
10%以上。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
增加，这就更加凸显了通过改革缓解地方尤其是财政
运行困难地区收支压力，增强地方应对减税降费能力
的重要性。同时，进一步理顺央地财政分配关系，这
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方案》 明确，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
革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要通过《方案》的贯
彻实施工作，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
与地方财政关系，为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创造条件，确保
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稳定地方收入预期

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占全部税收比重超过
30%。针对增值税部分，本次《方案》明确保持增值税“五
五分享”比例稳定，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

自2016年5月，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同步，中国
实施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所有
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
中央和地方各分享 50%，过渡期暂定 2 年至 3 年。目
前，过渡期时限已到，《方案》再次明确保持增值税收
入划分“五五分享”比例不变。

“《方案》的出台稳定了社会预期，将为地方财政
收入提供有力支撑。”何代欣说。《方案》指出，鼓励地方
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
能，营造主动有为、竞相发展、实干兴业的环境。

在留抵退税方面，《方案》 明确保持中央与地方
“五五”分担比例不变，并为缓解部分地区留抵退税压

力提出相应改革办法。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

旭红分析，此项政策与原来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相比
较，最主要的变化在于能够根据各地的增值税收入情
况来进行留抵退税额度的分摊，这充分考虑到了增值
税税基流动的特点，避免了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产业
结构的制约，外购数额大而导致当地财政退税负担重
的情况，这样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更为公平、合理。

拓展地方税收来源

针对消费税，《方案》明确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
稳步下划地方。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
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 （进口） 环节征收的
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先
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条件成熟的品目
实施改革，再结合消费税立法对其他具备条件的品目
实施改革试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认为，明确后
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有助于扩大消费
税税基，拓展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消费税目前属于中
央税，在中央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健全地方税
体系就是要给地方一些税源相对充足、收入相对稳定
的税种。消费税稳步下划地方，有助于中央和地方财
力格局的相对稳定。”他说。

何代欣认为，消费税征收由生产（进口）环节后移至
批发或零售环节，也将提高地方政府在鼓励经营、扶持
消费市场等方面的积极性，有助于改善当地消费环境。

“减税降费能否可持续？效果怎么样？这是很多人关心的
问题。现在来看，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推出将为更好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护航。同时，通过减税降费，也推进了央地
收入分配关系等财税体制改革中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在
全面深化改革中释放了积极信号。”何代欣说。

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 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

财税改革为减税降费护航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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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减税降费各项
措施落地生根，国家税务
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日前在
福建省电子税务局开发上
线推送面对纳税人的“减
税降费红利清单”，帮助纳
税人算好减税降费“收益
账”。图为福州市仓山区税
务局工作人员在帮助企业
财务人员使用电脑自助打
印“减税降费红利清单”。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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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4日电 （记者孔德晨） 14
日，国新办举行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
会。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
魁文在会上介绍，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总
值 22.9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2.8%。
其中，出口 12.48 万亿元，增长 5.2%；进口
10.43 万亿元，下降 0.1%；贸易顺差 2.05 万亿
元，扩大44.2%。9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78万
亿元人民币，下降 3.3%。其中，出口 1.53万亿
元，下降0.7%；进口1.25万亿元，下降6.2%。

“总的看，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运行呈现总体
平稳，稳中提质的态势。”李魁文介绍，从贸易
方式看，一般贸易主导作用更加显著。前三季
度，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3.64 万亿元，增长

4.8%。其中，出口7.3万亿元，增长8.7%；进口
6.34万亿元，增长0.7%。

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同步增长。前三季度，机电产品出口 7.25万
亿元，占出口总值的58.1%。从进口商品看，原油、
煤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猪肉、牛肉等进口量
增幅较大。前三季度，进口原油 3.69 亿吨，增加
9.7%；煤 2.51 亿吨，增加 9.5%；天然气 7122.2 万
吨，增加10%。进口猪肉132.6万吨，增加43.6%。

从贸易国别看，市场开拓效果进一步提升。
前三季度，中国对前两大贸易伙伴欧盟、东盟分别
进出口3.57万亿元、3.14万亿元，分别增长8.6%和
11.5%；中美贸易总值2.75万亿元，下降10.3%。

李魁文强调，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6.65万亿元，同
比增长 9.5%，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 29%，
比重比去年同期提升 1.8个百分点。“中国推出
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动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为
企业积极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提供
了信心和底气。比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稳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更加密
切，贸易往来更加活跃。”李魁文说。

李魁文说，“未来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
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韧性强，外贸结构优化、动
力转换加快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全年外贸将继续
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增长 2.8%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增长 2.8%

本报北京 10 月 14 日电 （杨
帆）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日前在
京发布2019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据了解，报告内容包括 192 个
国家的国家风险、主权信用风险评
级结果及评级变化原因分析、55个
重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法
律风险分析及相关政策建议。同
时，报告还着重分析了全球投资风
险、行业风险及企业破产风险，并
对“走出去”企业海外经营面临的
风险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报告建

议，企业应深刻认识全球风险形势
变化，密切关注各国政局走向、各
类经贸政策及外资审查政策调整情
况，充分利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
工具，切实加强风险统筹管控。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
王廷科表示，《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是公司核心研究成果之一，是中国
信保以政策性金融全方位服务中国
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出口，大
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而推出
的核心研究报告。

本报电 （章勇涛、李一） 日
前，浙江宁波梅山保税港区5.7平方
公里范围内的基础和监管设施通过
封关验收。

2010年6月29日，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一期2.5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联
合验收组正式验收，并于同年8月26
日启动运作。自一期封关区域运作以
来，梅山保税港区依托海关特殊监管
区优势，着力发展国际贸易、现代物
流、离岸服务等新型业态，集聚了中商
联跨境农产品平台、中信国际汽车保

税展示中心、涌金生态林业进口木材
交易中心、丹马士国际物流中心、亚马
逊前置仓国际集运物流中心等贸易物
流供应链平台龙头项目，并不断带动
特殊监管区核心功能产业快速集聚。

全面封关运作后，宁波海关将通
过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率、深入推进
复制推广自贸区创新制度等措施，积
极扶持服务梅山口岸的整车进口、肉
类水产品进口、大宗木材进口、重大
件货物出口等特色项目，助推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向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

中国信保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通过封关验收

本报广州10月 14日电 （孔祥
文、徐春鑫） 到 10 月 14 日，广东省
广州市黄埔区有轨电车 1 号线试验
段永顺大道段空载试验行车已半个
月，单体容量达 9500 法拉的超级电
容充电一次仅用 30 秒，标志着全国
单体容量最大的超级电容有轨电车
线路空载试跑试验取得成功。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广州黄埔有
轨电车项目部指挥长胡文涛介绍，线
路长约 14.3 千米的广州黄埔区有轨
电车1号线是广东省重点工程，也是
广州开发区智慧交通路网建设示范
线和黄埔区首条有轨电车线路。它起
于香雪，沿开萝大道、香雪大道、水西
路、规划外环路、北师大二纵路西

侧、永顺大道，终于永和新丰。
胡文涛说，该线路系统超级电

容单体容量达9500法拉，居全国之
最，更是广东省线路最长、超级电
容容量最大的有轨电车工程。车辆
进站时，无需司机操作，30秒自动
完成充电，至少运行距离 2 千米。
由于采用超级电容作为储能装置牵
引供电，区间无接触网，大大减少
了城市空中“蜘蛛网”。

据悉，广州黄埔区有轨电车 1
号线车辆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控制通
行，有轨电车长37米，最高运行速
度为70千米每小时。有轨电车系统
的建设，将极大改善生态环境，有
利于建设宜居城市和节约型社会。

超级电容有轨电车线路试跑成功

近年来，河南省洛宁县
把“金果扶贫”作为产业扶
贫的重要抓手，全县苹果种
植面积20.5万亩，年产值达
13 亿元，1100 户贫困户通
过苹果产业实现脱贫。图为
10 月 14 日，在河南省洛宁
县上戈镇一家企业内，工作
人员在分拣苹果。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金秋十月，藜麦飘香。甘
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镇
南阳山片万亩藜麦种植基
地，丰收在即的藜麦生长旺
盛，麦粒丰硕，颗粒饱满。目
前，该县种植藜麦的专业合
作社达67家，带动周边13个
乡镇 790 户农户种植藜麦
6.4万亩，约占全国种植面积
的 40%，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 544 户 种 植 藜 麦 2.22 万
亩，藜麦种植圆了南阳山片
移民群众的致富梦。

赵世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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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至 14 日，第十
二届中国威海国际渔具博览
会在山东威海国际展览中心
举行。来自国内外的875家参
展企业齐聚威海，数量创历
届展会纪录。展会展出的各
类新式渔具、钓鱼船艇及户
外休闲用品，吸引了众多钓
鱼爱好者和市民前来参观。

朱春晓摄 （人民视觉）

客商云集 产业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