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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了今年前三季度税务部
门落实减税降费、组织税收收入、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等情况。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7834亿元，其中新
增减税15109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元。分析人士
指出，随着减税降费各项措施的深入，中国企业特别是
民营、小微、初创型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企业轻
装上阵，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的微观活力。

减税降费实实在在

今年以来，减税降费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据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介绍，减税

降费政策实施以来，税务部门持续开展跟踪调查，了
解各类别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感受。通过分析，减
税降费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减税降费落地生根，稳定了经济发展预期。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减税降费政策
充分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税务部门调查数据显
示，92.2%的纳税人认为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了积极影响，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

二是研发投入快速增加，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力。
前三季度，45%的制造业纳税人将减税降费红利用于增
加研发投入。

三是民营经济深享红利，增强了向好发展基础。
前三季度，包括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
纳税人新增减税 9644 亿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 64%，
受益最大。

四是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拉动了社会消费增长。
前三季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新增减税 4426亿元，累计
人均减税1764元，提升了居民消费能力。

五是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助力了社会就业稳定。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市场主
体 （含个体工商户） 办理过涉税事项的有 776.7 万户，

月均新增 86.3 万户。减税降费政策增强了创业意愿，
提高了市场主体活跃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企业获益更有底气

今年前三季度，各行业门类税负水平，与上年同
期相比，均实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如，制造业新增
减税 4738亿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 31.36%，行业税负
同比下降 1.08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新增减税 3258亿
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 21.56%，行业税负同比下降
3.27个百分点。又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共
新增减税 1179亿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 7.8%，这两个行
业税负同比分别下降0.63个百分点和0.35个百分点。

对于这些变化，企业的感受最真实。
位于浙江宁波的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羊绒

纱线领域龙头企业之一。今年，该企业与德国西门子
合作投资 57130.4 万元打造的数字化无人工厂顺利投
产，按现行政策可以多抵扣税款350多万元，同时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原50%提高到75%，税前
可扣除金额增加 1454 万元，多享受税收优惠 363 万
元。“如今，出口退税效率的加快让企业资金运转更加

顺畅。”康赛妮董事长薛惊理说，正是实实在在的税收
政策扶持，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路上才更有底气。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小
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 15万亿元，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就
有17834亿元。因此，从比例上看，这个减负力度还是
相当大的。

有效增强经济活力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稳中有进、质量更优，
在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依然呈现出大量亮
点，这与减税降费激活的创业创新活力密不可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表示，减税降
费是政府让利于企、让利于民，从相关数据指标来
看，减税降费实实在在，企业总体受益，不过各企业
在其中的获益必然会有所差异。

白景明说，2019 年以来，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陆续
出台，落实到位，市场主体将节省下来的税费资金用
于扩大投资、增加研发、雇用人员等。减缴的税费用
于增加研发和扩大规模，可以直接拉动市场投资，用
于雇用人员、提高工资以及降低价格则可以促进就
业，间接拉动消费。“减税降费对扩大内需发挥重要作
用，从而保障2019年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种直观体现。其重
点在于政府过紧日子，减轻企业负担、调动市场主体积
极性，从而鼓励创业创新、提振投资，进而推动经济更
好发展。”刘小川说，在微观层面上，今年前三季度减
税降费举措已经在企业创新、吸引外资、居民就业等
方面显现初步的积极影响；从宏观上看，减税降费措
施传导至经济整体增速上通常有一个滞后期，因此今
年减税降费的更多宏观效果需要在明年进一步观察。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前三季度税收数据

企 业 负 担 越 来 越 轻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据新华社武汉 10 月 31 日电
（记者梁建强） 2019“一带一路”国
际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
业大会近日在湖北赤壁举办。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在
会上透露，目前，中国的茶园面积
及茶叶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茶产
业相关从业人口超过亿人。

潘文博介绍说，近年来，中国
茶产业快速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
推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目

前，全国有茶园面积约 4400 万亩，
茶叶年产量约 260 万吨，分别占世
界 的 60% 和 45% ， 稳 居 世 界 第 一
位。所产茶叶中，每年有 10%以上
出口，每年出口额16亿美元左右。

据悉，2019“一带一路”国际
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
大会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湖
北省咸宁市政府、湖北省农业农村
厅、湖北省委外事办、湖北省商务厅
以及国际茶产业合作联盟联合主办。

5G 商用时代来了！10 月 31 日，在 2019 年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工信部宣布：5G
商用正式启动。

同一天，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三大运营商公布了5G商用套餐，套餐于11月1
日正式上线。

资费标准低于国际主流水平

价格如何？
此次三大运营商公布的5G套餐资费标准差

异不大。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5G个人套餐起
步价为129元，最高为599元；中国移动起步价
为 128 元，最高为 598 元。这样看来，5G 个人
套餐最低价格为128元，该套餐包含30GB流量
和200分钟通话。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表示，

中国5G套餐资费标准低于国际主流水平。
网速如何？
在本次展览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

示，5G网络速度是 4G的 10倍以上。中国联通
董事长王晓初表示，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共同
打造全球首张 5G 共建共享网，通过共建共享，
实现覆盖翻倍、速率翻倍、服务更优。最新测
试数据显示，共建共享的5G网络峰值速率可达
2.5Gpbs，是全球5G现网中测得的最高速率。

怎么用上5G？
开通 5G 服务，用户不用换卡、不用换号，

但是要有一部 5G 手机。市场上价格较低的 5G
手机为3000多元。

谁能用上5G？
目前，全国首批 50 个城市正式开启 5G 商

用，这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4
个直辖市以及太原、厦门、成都等 46 个城市。

杨杰表示：“明年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提供
5G商用服务。”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在展览会上表示，预
计年底全国将开通 5G 基站超过 13 万座，未来
将加快5G网络部署，深化共建共享，早日建成
覆盖全国的5G网络。

今年6月，工信部向运营商发放了5G牌照，
拉开5G商用的序幕。9月，三大运营商陆续开启
5G套餐预约，目前预约用户数已超过1000万。

激活超高清视频和VR/AR应用

5G 商用，应用是关键。5G 高速率、低时
延、大连接等特点，催生了大量新的应用场景。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展览会上表示：
“3G 的出现带火了移动电子商务和社交应用，
4G 激发了视频业务和移动支付，5G 将激活超
高清视频和 VR （虚拟现实） /AR （增强现实）
并推动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 发展。”

在展览会上，三大运营商发布了大量5G新
玩法。

中国移动表示将为客户提供“5 新”业
务。提供 5G 超高清视频、真 4K 直播和 VR 业
务，打造“新看法”；提供超高清、实时互动、
多屏展示视频彩铃产品，打造“新听法”；提供
超高清、无延时、云端运行、即点即玩云游
戏，开创“新玩法”；提供即拍即玩互动短视
频，创造“新拍法”；提供 5G 云盘、5G 云手
机、5G新消息等服务，推广“新用法”。

中国电信推出天翼超高清、天翼云游戏、天
翼云VR、天翼云电脑和天翼云盘五大5G应用。

中国联通推出VR、4K超清、AR、视频彩
铃等5G视频会员特权以及沃阅读、沃音乐等音
乐/阅读特权。

5G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
型。在 5G 正式商用之前，5G 在生产领域的试
点早已开始。邬贺铨举例说，南方电网利用5G
承载电网的配电业务，青岛港建成5G智能码头
等，“5G将催生现在还想象不到的新业态。”

中国进入 5G 商用时代
本报记者 潘旭涛

10 月 31 日 ，
山东理工职业学
院 30 多名留学生
来到位于山东省
济宁市的广育堂
国药有限公司参
观体验，感受中
医药文化。图为
留学生在体验石
磨碾制药材。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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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正式发布各自的5G套餐。图为在中国电信北京
公司朝阳门营业厅，消费者在体验5G云VR视频。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中国茶叶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本报哈密10月 31日电 （孔祥
文、李建军） 31日上午，中铁二十
二 局 集 团 施 工 人 员 顺 利 完 成 了

（北） 京新 （疆） 高速公路新疆巴里
坤至木垒段上跨Z501煤运专线现浇
桥，巴木段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也
标志着世界最长的沙漠公路——京
新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部分取
得重要进展。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京新高速公
路巴木段项目部经理高飞介绍，京新
高速公路 2017 年全线贯通，总里程

约 2768 公里，是当今世界穿越沙漠
戈壁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正在紧张
建设的京新高速公路梧桐大泉至木
垒段全长近515公里，被称为京新高
速公路的“最后一公里”。此前开通的
京新高速公路，由甘肃进入新疆后，
在哈密以东180公里附近，向北经奇
木高速公路（G335）前往乌鲁木齐。

据悉，京新高速公路梧桐大泉
至木垒段建成通车后，哈密前往乌
鲁木齐将不用再绕行奇木高速公
路，距离可缩短约200公里。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
（记者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
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31
日联合发布数据，10月份，中国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 为
49.3%，比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49.9%，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
点；中型企业 PMI 为 49.0%，高于
上月 0.4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
为47.9%，低于上月0.9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生产保持扩
张，市场需求有所回落。10 月份，
生产指数为 50.8%，比上月回落 1.5
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继续保
持扩张态势，但扩张步伐放缓。在

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3个行业的
生产指数位于扩张区间，纺织服装
服饰、造纸印刷、计算机通信设备
等制造业生产指数位于 55.0%以上
较高景气区间。从需求看，新订单
指数为 49.6%，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
分点，市场需求有所减弱。

值得关注的是，转型升级持续
推进。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介绍，从重点行业
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消
费 品 行 业 PMI 为 51.4% 、50.3% 和
50.8%，分别高于制造业总体 2.1、1.0
和1.5个百分点，均运行在景气区间。
制造业内部结构继续优化，消费对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持续显现。

10月份制造业内部结构继续优化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大都麻村利用山坡
闲置荒地种植的1000多亩高海拔山区藜麦进入成熟期，牧民们抢抓天气晴
好时机收割成熟的藜麦。据了解，该村把牧业养殖与藜麦种植相结合，增
加牧民收入，牧民年均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最长沙漠公路建设进展顺利

藜麦黄 牧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