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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账本”:总收入超26万亿

贵州茅台为员工送出大礼包：每人涨薪1500元

时下，各大企业发“红包”无疑是最热的话题。近日，方大
特钢的“红包墙”被各大媒体所报道，方大特钢员工只要过了
试用期就能拿到6万元的红包确实令众多企业员工感叹不及。
近日，格力电器也发布涨薪通知，公司表示自2019年元月起，
根据不同岗位给予薪资调整，总增加薪酬在10亿元以内。业内
有人士根据格力电器2017年员工数推算，此次格力电器加薪
幅度大约为人均每月1000元。相比格力电器，作为白酒行业龙
头的贵州茅台，给员工涨薪要比格力“厚实”一些。1月21日，贵
州茅台宣布给每个员工涨薪1500元。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
近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办法加大了企业分配自主权，并将分功能类别实行
差异化工资决定机制。有了政策支持，意味着更多的企业加入
到国企工资薪酬改革的大潮中。 （据《证券日报》）

北京上海入选2018中国旅游影响力城市TOP10

记者了解到，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19中国旅游产业发
展年会发布了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风云榜评选结
果，北京、上海入选2018中国旅游影响力城市TOP10，成都
位列第三位，一同入选的还有杭州、苏州、广州等城市。

据了解，该榜单通过全国范围的项目征集、大数据检
测与分析、专业评价等方式产生，入选城市需满足旅游资
源富集、旅游产品富有特色；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等7个要求。 （据《成都商报》）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
生瓜子八宝粥，前面的旅客
麻烦让一让。”在福州开往
广安的K4186次火车上，熟
悉的吆喝声再次响起。售货
员李洪杨推着销售副食品
的售货车，3个多小时穿过
12节车厢，卖出了30多箱矿
泉水（如图）。

“可别小看这辆售货
车，它相当于火车上的超
市。这些售货车，也见证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
化。”南铁福州客运段的餐
车主任杨伟建说，他从1981
年便开始在列车餐车上工
作，亲历了手推售货车从无
到有的过程。

“我刚工作的时候，列
车上还没有人推着车卖副
食，都是售货员坐在餐车等
着乘客来买。”杨伟建说，20
世纪80年代初，副食品还属
于稀罕物，很多副食品只有
到上海才能买得到。他们列

车上虽然只有猪油糕、鱼皮
花生等几种副食品，但还是
趟趟车都卖脱销。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
着社会经济大发展，手推车
开始出现，售货员要推着售
货车挨个车厢销售，吆喝叫
卖也随之出现。

“也不知道谁先开始
的，但大家一个学一个就传
开了，刚开始叫卖的是‘香
烟可乐鱼片干矿泉水’。”杨
伟建说，那时候很多人也不
太富裕，他们售卖的这些零
食中，没有一种是超过10元
钱的。一包三毛多，价格便
宜又能解馋的鱼片干最受
乘客欢迎。但因为火车客流
量大，一趟车跑下来，一个
售货车也能销售上万元的
货物，效益十分可观。

此后，随着商品的不断
丰富，售货车里的货物品类
不断增加，吆喝声也先后经
历“香烟啤酒可乐鱼片干矿

泉水”“香烟啤酒矿泉水，花
生瓜子八宝粥”“啤酒饮料
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
等这一系列的变化。

“明显能够感受得到的
是，这两年来，乘客消费能
力和消费观念发生巨大转
变。”K4186次列车的餐车
服务员杨小妃说，她2004年
做售货员时，售货车上都是
两元的矿泉水，虽然不贵，
但并不好卖。很多人认为花
钱买水太奢侈，宁愿穿过拥
挤的车厢，去接开水喝。而2
元一包的瓜子，能够消磨很
长时间，因此最为畅销。

“但现在，普速列车的

售货车上，卖得最好的恰恰
就是矿泉水。”杨小妃说，现
在她们分别提供2元和5元
的矿泉水，大家反而更愿意
去买5元的大品牌矿泉水。

“乘客对价格越来越不
敏感，但对品质和品牌的要
求却越来越高。”李洪杨说，
这种变化在动车高铁上体
现得更为明显。

“咖啡奶茶冰激凌，有
需要的吗？”杨小妃说，动车
售货车上卖的这些食品，以
前确实难以想象。“动车上
的噪声小，不需要像在普速
车上这样大声喊，吆喝声也
变得更加温柔好听了呢。”

2018年中国财政收入
如何？减税降费效果怎样？
财政支出重点在哪儿？1月
23日财政部公布的2018年
中国财政收支情况解答了
这些问题。2018年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8.34万亿
元，同比增长6.2%，完成了
预期目标。在实现目标的
同时，减税降费效果显现，
全国税收收入增幅比上年
回落2.4个百分点，全国非
税收入同比下降4.7%。相
关政策落实后，收入增速
明显放缓，比如，个人所得
税一、二、三季度分别增长
20.7%、19.9%、23%，四季度
转为下降2.7%。财政支出
保持较高强度，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同比增长8.7%，
三大攻坚战、科学技术等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
障，增长较快。值得注意的
是，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
收入达到6.51万亿元，再创
新高，凸显出地方政府对
土地收入的依赖仍严重，
需要对财税体制、土地制
度等方面进行改革。

1月23日，财政部公布
2018年财政收支状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分别实现18.3万亿元、
7.5万亿元、2900亿元，在不

包括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
情况下，这三本“国家账
本”的总收入已经超过26
万亿元。

三本预算2018年支出
规模分别为22.1万亿、8.1
万亿元、2159亿元，支出加
总超过30万亿元。

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18.3万亿元，同比增长
6.2%，符合年初预期，仅超
收175亿元。

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2019年我国将实施更
积极的财政政策，拟推出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
财政部国库司副巡视员李
大伟指出，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在激发市场活力、降
低企业成本负担的同时，
将影响财政增收，预计
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将有
所放缓。

主体税种增势良好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超过18万亿元，
同比增长6.2%；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超22万亿
元，同比增长8.7%。

财政收入完成年初预
算目标，运行符合预期。超
18万亿的收入，比年初预
算超收175亿元，6.2%的增

速比年初目标高0.1个百分
点。其中，中央收入增长
5.3%，比年初目标高0.1个
百分点；地方收入增长7%，
与年初预算目标持平。

“2018年在大力实施
减税降费情况下，全国财
政收入能够完成年初预算
目标，主要是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质
量和效益提升，为财政增
收奠定了税源基础。”李大
伟指出。

2018年我国GDP增长
6.6%，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这为税收增长打下基础。
2018年我国二产、三产税
收分别增长7.4%、10.5%。
主体税种增势良好，像国
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2018年分别
增长9.1%、10%、15.9%，高
于同期全部税收8.3%的
增速。

工业品价格回升、房
地产销售活跃等，推动税
收收入实现较高增长。受
原油、冶金等工业品价格
带动，2018年PPI上涨3.5%，
相关行业税收保持较高增
长，像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税收同比分别增长44.2%、
36.1%、48.7%。

受前期部分地区房地

产投资交易仍较活跃等影
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税
收同比分别增长17.3%、
16.4%。房地产交易的活
跃，也带动相关小税种的
增长，契税2018年同比增
长16.7%。

2018年，我国大力实
施减税降费政策，受减税
降费政策等影响，全国税
收收入增幅比上年回落2.4
个百分点，全国非税收入
同比下降4.7%。分税种看，
国内增值税一、二季度分
别增长20.1%、13%，三、四
季度相继回落至 2.2% 、
0.5%；关税一季度增长
6.3%，二、三、四季度分别
下降6.4%、2.1%、17%；个人
所得税一、二、三季度分别
增长20.7%、19.9%、23%，四
季度转为下降2.7%。

除了落实已有减税降
费政策，未来还有什么安
排？财政部税政司巡视员
徐国乔表示，2019年还将
深化增值税改革，继续推
进实质性减税；全面实施
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落实好六项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
居民税负；同时，配合相关
部门，积极研究制定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
险缴费负担。

财政支出力度加大

2018年全国财政支出
规模超22万亿元，财政收
支缺口约3.76万亿元。这个

“缺口”主要为2018年赤字
及地方专项债（两者加总
约3.73万亿元），还有少量
存量资金盘活。

积极财政政策还表现
在加快支出进度上。财政
部表示，2018年一季度、上
半年和前三季度，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分别
达到24.3%、53.2%、77.8%，
各节点均超出或接近历年
最快进度。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
好保障。像脱贫攻坚方面，
全国扶贫支出达到4770亿
元，增长46.6%；污染防治
方面，全国污染防治支出、
自然生态保护支出分别增
长29.6%、17.5%；推动科技
创新方面，全国科学技术
支出中的应用研究支出、
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分别
增长11.4%、8.7%等。

针对部分基层政府运
行困难的问题，中央财政
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
2018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支出6.2万亿元，增长
8.2%。具体而言，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2463亿元，增长10%，以增

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确
保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
基本民生不出问题。

“2019年继续适当加
大财政支出力度。根据当
前经济形势和各方面支出
需求，继续适度扩大财政
支出规模。”财政部预算司
副司长郝磊指出。

在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和加大财政支出的背景
下，政府债务风险如何？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
至2018年末，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为18.39万亿元，债
务率（债务余额/地方综合
财力）为76.6%，低于国际
通行的 100% -120%的水
平。不过，市场人士对于地
方隐性债务仍然存在担
忧。

为了支持地方项目建
设，加大基建补短板等，
2019年还将较大幅度增加
地方政府专项债。2018年
地方专项债规模为1.35万
亿元，市场普遍预计2019
年会增至约2万亿元左右。

郝磊表示，前门开大
了，堵后门要更严。在发挥
政府规范举债积极作用同
时，要规范政府债务管理，
要确保地方政府债券不出
风险，也要严格控制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从火车售货车里看消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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