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责编 / 余敬存 版式 / 张峰 校对 / 张峰 2018年10月9日 星期二时报/国事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10月 2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部署开展规
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

根据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关于对影视行业有关
问题开展治理的部署安排，针对近期查处的影视行业
高收入从业人员偷逃税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各
地税务机关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按照稳妥推进、分
步实施的原则，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促
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通知明确，从 2018年 10月 10日
起，各地税务机关通知本地区影视制作公司、经纪公
司、演艺公司、明星工作室等影视行业企业和高收入
影视从业人员，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
定，对 2016年以来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自查自纠。
对在2018年12月底前认真自查自纠、主动补缴税款
的，免予行政处罚，不予罚款。从2019年1月至2月
底，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自查自纠等情况，有针对性
地督促提醒相关纳税人进一步自我纠正。对经提醒
自我纠正的纳税人，可依法从轻、减轻行政处罚；对违
法情节轻微的，可免予行政处罚。从2019年3月至6
月底，税务机关结合自查自纠、督促纠正等情况，对个
别拒不纠正的影视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开展重点检
查，并依法严肃处理。2019年7月底前，对在规范影
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要举一反
三，建立健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管理长效机制。

新华社南京10月8日电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江
苏省税务局获悉，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
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责成江苏省税务局对在范冰冰
偷逃税案件中，因管理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单
位和人员，依规依纪进行了问责。

责令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作出深刻检查，
并采取切实措施整改；对原无锡市地方税务局局长、
现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局长丁源给予行政警
告处分；对原无锡市地方税务局总会计师、现国家税
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总会计师李青给予行政记过处
分；对原无锡市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局长、现国
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滨湖区税务局副局长钟小新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并免去其现任领导职务；对原无锡市
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副局长、现国家税务总局无
锡市梁溪区税务局副局长沈治国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对原无锡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现国家税
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干部许崇金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对其他有关责任人也按规定给予了相应处理。目前，
尚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新华社记者 安蓓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

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
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个别指标波
动，是否意味稳中向好态势有变？
中国经济能否顶住外部冲击？我国
将以哪些真招实招应对？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能否实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近日接受记者采
访 ， 对 这 些 热 点 问 题 作 出 详 尽
回应。

■个别指标波动不改经济稳中
向好态势

今年以来，投资、消费等一些
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有人
担心，这预示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

“总的来说，仍然属于正常波
动的范围。”宁吉喆说，看待中国
经济，不能只看个别月份、个别指
标的波动，而是要看整体、看全
局、看长远。今年以来，我国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为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打
下坚实基础。

“稳”主要体现为宏观经济指
标稳——

经济增速稳。上半年我国经济
增长6.8%，已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
行在6.7%至6.9%的中高速区间。

就业形势稳。前 8 个月，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近 1000 万人，全年
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正稳步实现；8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依然
保持在较低水平。

物价水平稳。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
涨4%，温和上涨，总体平稳。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
稳定在3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汇率
保持稳定。

“这四个指标是国际通行的观
察经济的指标。可以看出，中国经
济总体平稳的态势没有改变。”宁吉
喆说。

“好”主要体现为结构、效益、质
量都在不断提升——

经济结构在优化。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巩固，上半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8.5%；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
长继续快于第二产业，在整个经济
中占比持续提高；工业内部，前8个
月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分别增长11.9%和8.8%，明显
快于全部工业增速。

经济效益在提高。前 8 个月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6.2%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利 润 率 为
6.43%，同比提高0.35个百分点，效益
改善有利于企业稳定预期。

发展质量在提升。前8个月，全
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79.7%，同比上升 1.1 个
百分点，PM2.5浓度同比下降7.1%；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都不

断提升。
人民生活在改善。上半年全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实 际 增 长
6.6%，继续跑赢人均 GDP6.2%的增
速；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人
民满意度不断提高。

■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总体可控
当前，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美国挑起和升级经贸摩擦，给中国
经济发展带来困扰和冲击。

宁吉喆说，经贸摩擦对中国经
济运行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
响，既有短期影响也有长期影响，总
的来看影响可控。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随着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内需在经济增
长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强。今年上
半年，消费和投资构成的内需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超过100%。发挥好居
民消费和有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可以把外部经贸摩擦的影
响缩小到可控范围内。

从对就业的影响看，随着一些
出口商品被加征关税，可能带来一
些企业订单减少，进而影响就业。
当前我国正处于就业的良好时期，
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有利于创
新创业的政策措施落地生效，能够
有效克服经贸摩擦对就业的影响。

从对物价的影响看，我国有世
界上最大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工农
业产品供应充分，服务业供给不断
增强。只要保证供求基本平衡，因
经贸摩擦带来的个别商品价格波动
很难带来全局性价格上涨。

从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看，当前
我国货物贸易保持顺差，服务贸易
逆差稳定，跨境资本净流入，我国客
观有条件、主观有能力保持国际收
支基本平衡。

■“五个扩大”着力做好“六稳”
工作

宁吉喆说，保持经济社会大局
稳定，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推动高
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当
前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主要从五个“扩
大”着力——

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舒适度。当
前企业遇到的困难，有中美经贸摩擦
带来的，也有生产经营中一直存在
的。“更大程度更大规模简政、减税、
降费，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等问题，用真金白银的政策为企
业保驾护航。”宁吉喆说。

扩大就业再就业。针对中美经
贸摩擦对就业带来的影响，一系列
新的应对政策正在陆续出台，中央
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施策，稳
定和促进就业。

扩大国内需求。破除制约居民
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台支
持有效投资的政策，加大力度补短
板。“中国内需市场很大，不论是区
域协调发展，还是乡村振兴，都有巨

大的需求空间。”宁吉喆说。
扩大改革开放。深化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
深入推进财税、金融、国企、投资、价格等
重点领域改革；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
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切实保护在华
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扩大国际多元化市场空间。结
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世界上
支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国家和
地区在更广泛领域内扩大贸易投资
往来。

“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快推动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要对
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充分评估，做
好应对准备。”宁吉喆说。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
目标可以实现

3 月份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连续 6 个月回落，并创下新
低。宁吉喆说，发挥好投资在经济
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是当前保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应对外来风险
变化影响的重要支撑，也是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优化供给结
构、促进消费升级必不可少的。

从8月份数据看，我国投资增速
降幅有所收窄，结构继续优化，特别
是民间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
投资增速持续回升。“不能掉以轻
心，要巩固好这一良好势头。”宁吉
喆说。

他说，要加大交通能源基础设
施、生态环保、脱贫攻坚、农业农村、
民生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等薄弱环
节补短板力度；加快破除各类不合
理门槛，促进民间投资；加快今年
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和使用进度，加大金融机构对在建
项目合理融资需求的支持力度，拓
宽投资资金来源；加快建设一批项
目，开工一批项目，储备一批项
目，促进投资自身良性循环，促进
投资和生产消费良性循环。

宁吉喆强调，要坚持处理好稳
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统筹推进。

“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处于合理区
间，风险暴露会更多。要在保持经
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的基础上，主
动发现风险，在发展中予以解决。”

他分析说，当前国际国内经济
形势错综复杂，贸易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市场和商品
市场出现波动。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
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受到经贸摩
擦影响是难免的，一些指标波动也
是正常的。但我国经济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不
会改变。”宁吉喆说，中国经济具
有韧性和弹性，具有应对风险的经
验和方法，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在各类市
场主体的主动应对积极作为下，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可以
实现。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会改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应经济热点问题

10月7日晚，“我爱你中国”系列灯光秀在西藏
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上演。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范冰冰偷逃税案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被问责

税务总局规范影视行业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