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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25日电 （记者
韩洁 申铖 张逸之） 时至年中，最新
财税数据表明，今年我国近 2万亿元
的减税降费政策正加快落地生效——

11709 亿元，这是国家税务总局
披露的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
费数据，其中减税 10387 亿元。与之
对应，财政部公布的上半年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总量超 10 万亿
元，但同比增速回落至 3.4%，税收
增速仅为 0.9%。

以政府收入之减，换经济活力之
增。透过收入“晴雨表”，来自一线企
业的“减负”心声折射中国经济迎难
而上、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

增值税减税4369亿元 助力制造
业“腰杆更挺”

对制造业企业而言，今年最受期
待的减税举措莫过于今年 4 月 1 日起
增值税税率从 16%降为 13%，大力度
减负信号让“中国制造”前行路上

“腰杆更挺”、信心更足。
走进位于福建福州的雪人股份有

限公司，一辆崭新的氢能源客车引人
注目。从最初生产制冷机到攻关高端
压缩机，再到转向氢能源产业，这家
传统制造业在坚持创新中不断打开发
展新空间。

“没有核心技术，就会受制于
人。”公司副总经理林汝捷告诉记
者，公司预计今年底比去年少缴增值
税 920万元，加上历史留抵退税 2055
万元，资金流动性明显改善，加大研
发投入更有底气。

调研中，很多企业表达了共同的
心声：对企业而言，公平、有效的减
负办法就是大幅度减税降费，不仅带
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提振了应
对挑战的信心。

“减税政策在制造业等行业表现
明显。”财政部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主
任刘金云说，上半年制造业税收同比
增长 4.9%，增幅比一季度回落 6.8 个
百分点，其中，汽车、专用设备、通
用设备、仪器仪表、电气器材、纺
织、化工等行业增幅回落明显。

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收
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介绍，上半
年，全国增值税改革减税 4369亿元，
其中 4 至 6 月整体净减税 3185 亿元，
惠及 940万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所
有行业均实现减税。

税务部门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
企业数据显示，上半年重点企业单位
营收税负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研
发投入则增长 20.6%。而增值税发票
数据显示，受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影
响，5 月和 6 月的企业设备投资同比
增长 9.5%和 9.2%，比前 4个月累计增
速分别提高4.3和4个百分点。

一个个减负大数据，凝聚起转型
升级“大棋局”下，我国实体经济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小微减负超千亿元 个税收入降
三成

一系列普惠性减税政策，让数量
庞大的小微企业如沐春风。

厦门三都土笋冻是一家老字号小
吃店。近“90”后负责人陈伟旭告诉
记者，去年他新购置 50万元的设备，

员工数量也扩增至20人，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一系列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出
台，其中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25%降到
5%，算下来每年减税 20万元。“普惠
减税政策让我更有信心来扩大经营。”

以生产新式蛋黄酥出名的广西轩
妈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韦福献也深有
感触：从 3年前一家不足 10人的小微
电商，到如今拥有 8000平方米工厂，
员工超过 400 人，产值近 2 亿元，税
收突破2000万元，企业快速成长受益
于国家一系列扶持政策，仅今年上半
年公司减税降费就超过200万元。

蔡自力介绍，上半年，小微企业
普惠性政策累计新增减税 1164亿元，
其中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新增减税1025
亿元，占全部新增减税额的88%。

减负激发活力，还体现在个税改
革“红包”直接增加了居民收入，提
升居民消费能力。数据显示，上半
年 ， 个 税 收 入 比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30.6%，是降幅最大的税种。

专业从事薄膜电容器生产与研发
的厦门法拉电子董事长严春光测算，
2019年公司因增值税改革、社保费率
下降等降低税费负担 11%，个税税负
则下降 29%，全公司少缴个税累计约
486万元。

蔡自力介绍，上半年，个税改革
累计新增减税 3077 亿元，人均减税
1340.5元，累计 1.15亿人无需再缴纳
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在减税降费等
多重因素作用下，上半年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8%，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6.5%，跑赢上半年
GDP增速。

打通“最后一公里” 确保政策
“落地生根”

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了进一步治理违规涉企收费新措
施，释放出更大力度抓政策落地、确
保增强企业获得感的积极信号。

“空前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彰
显党中央、国务院为企业打造更好
营商环境的改革决心。”在厦门象屿
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陈方看来，如果
把公司今年减税降费省下的 1亿多元
钱全部转化为供应链运营资本，模
拟测算可扩大营收规模 15 亿左右。

“这些直观数字表明，减税降费不仅
带 给 企 业 和 员 工 实 实 在 在 的 获 得
感，更带来长远效益。”

好政策能落地，更要生根。
财政部税政司巡视员徐国乔表

示，财政部正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
处政策不落实、增加企业负担、损害
群众利益等问题，坚决打通“中梗
阻”“最后一公里”，对搞变通、打折
扣或变换花样乱收费抵消减税效果
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再取消 25 项税务证明事项、将
各 类 投 诉 的 办 理 时 限 全 部 压 缩
50%、主要税费事项网上办理……国
家税务总局本周出台便民办税缴费
十条新举措。“透过这些举措，税务
部门正以更大决心解决好纳税人、
缴费人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和难
点，确保减税降费落地生根，更好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税务总局新
闻发言人付树林说。

7 月 24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
布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和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
月份，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浙江等
地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

与企业工资指导线不同，最低工资标
准被视为一项“兜底”指标，是在劳动者正
常劳动情况下，用人单位必须依法支付给
劳动者的报酬。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
度，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6月份，上海月最低工资标
准为2480元，为全国最高；北京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24元，为全国最高。

根据人社部统计，2018年，全国共有15
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步入 2019
年，据不完全统计，重庆、上海、陕西、北京
确定了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

经济日报记者从地方人社系统获悉，重
庆从1月1日起，第一档职工月最低工资标
准为 1800元，第二档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
为 1700元，分别比原标准提高了 300元；上
海从4月1日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420元
调整到 2480元，增加 60元；陕西从 5月 1日
起，一类工资区最低为每月1800元，二类工
资区最低为每月 1700元，三类工资区最低
为每月 1600元，均比原标准提高了 120元；
北京从7月1日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120
元调整到2200元，增加80元。

根据人社部此前发布的《关于做好最低
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各地应充分考
虑当地经济形势发展和企业实际情况，稳妥
把握调整节奏，将最低工资标准由每两年至
少调整一次改为每两年至三年至少调整一
次。数据显示，河北最低工资标准实行日期
为2016年7月，距离上一次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已满三年，其最低工资标准有望在 2019
年上调。此外，天津、福建、湖南、青海、甘肃
距离上次上调时间也已满两年。

记者注意到，各地之间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时间间隔有所不同。如北京、上海等
地，近年来每年保持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
调整，但也有不少地区采取两年或三年调
整一次的方式，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持审
慎态度，如广西近两次调整时间分别在
2018年2月和2015年1月。

有关专家表示，最低工资水平的上涨，应
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
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
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因此不应简单
就数值进行横向比较，应该综合全面地看待最
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同时，在调整过程中，也
要掌握好“度”，既考虑低收入职工的薪资提高
幅度，也考虑企业的实际承受负担，注重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科学性。

（来源：经济日报）

新华社酒泉7月25日电（记者 盖博铭
谢昊胡喆）25日，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研制的双曲线一号遥一长安欧尚号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运载火箭首次入轨发
射成功，并实现了“一箭双星”。

据介绍，此次发射的双曲线一号遥一运
载火箭采用三固一液的四级串联构型，是截
至目前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起飞规模最大、运
载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携带了航
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理工大
学的两颗卫星及其他载荷与配重。

作为民企，星际荣耀传承了中国载人航
天“特别能攻关”的精神。去年，该公司已经
在海南发射场成功完成了“首飞箭”——双曲
线一号S火箭，通过此次亚轨道飞行验证了
多项运载火箭关键技术，最大飞行高度突破

100km，最大飞行速度超过1200m/s。徐国光
进一步解释：“亚轨道就好像发射一枚炮弹一
样，火箭会抛物线下落。入轨发射才会真正
意义上实现‘绕着地球’飞行。”

据介绍，这我国商业航天“民间力量”第
三次尝试入轨发射。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特聘教授张晓敏表示，此次入轨发射具有里
程碑意义，表明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运载火箭
真正具备运送载荷到太空的能力。

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蔡晶琦表示，此次成功发射表明星际荣耀全
面掌握了运载火箭总体及系统集成、固体及
姿轨控动力、电气综合、导航制导与控制、测
试发射、总装总测及核心单机等软硬件核心
技术，具备了运载火箭系统工程全流程、全要
素的研发与发射服务能力，实现了商业模式
的基本闭环，正式启动商业运营。

民营航天新突破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减税降费超万亿折射哪些利好

多地发布最低工资“新标准”

今年 4 月 16 日，中
车长客股份公司为以色
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项
目研制的列车在长春下
线，截至目前已进行3个
多月的型式试验。后续
车 辆 正 在 制 造 ，预 计
2021年全部交付。据介
绍，这是我国 100%低地
板列车首次出口发达国
家，该车型也是世界上
安全防护等级领先的轻
轨列车。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