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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 14.9%——

多因素拉动增收 惠民生支出加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
端盘子

﹄
精神服

公共预算收入增幅提高近 7 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前两月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
税 2319 亿元，同比增长 46.4%；关税 433
亿元，同比增长 37.2%。白景明表示，1 至
2 月份一般贸易进口大幅增长，增速达
到 41.5%，有力带动了相关税收的增长。
在 主 要 收 入 项 目 中 ，国 内 增 值 税
10592 亿元，同比增长 7.2%。其中，受营
改增政策性减收影响，改征增值税下降
0.6%；
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上涨
带动，
工业增值税增长 7.8%；
受春节期间
消费旺盛带动，商业增值税增长 29.6%。
企业所得税 6503 亿元，
同比增长 17.9%，
主要因为企业盈利状况改善。个人所得

税 2833 亿元，
同比增长 40.8%。
“前两月个人所得税增幅较大，但这
并非常态，主要是因为今年春节时间早
于去年，各单位发放职工年终奖金、分红
应缴的个税在前两个月体现较多。同
时，财产转让所得也是个税增长的一个
重要因素。”白景明表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方面，1 至 2 月累
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860 亿元，
同比增长 17.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
预 算 本 级 支 出 34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457 亿
元，同比增长 19.1%。从主要支出项目
看，
各项民生支出增幅均较大。

——

3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1 至 2 月份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 收 入 31454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4069 亿元，增长 14.9%。其中，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67 亿元，同比增长
19.1%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16187 亿元，同比增长 11.1%。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27833 亿
元，同比增长 16.6%；非税收入 3621 亿
元，
同比增长 2.9%。
对于1至2月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
主要原因，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称：
一
是受价格上涨因素影响，
去年初PPI、
大宗
进口商品价格均处低位，
而今年初因为明
显回升，
价格上涨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
收入较快增长；
二是因为经济运行呈现向
好态势，工业生产趋于活跃、企业盈利状
况有所改善、一般贸易进口明显回升、居
民消费增长稳定等，
带动相关税收增收；
三是今年春节放假比去年早，
部分收入提
前在前两个月入库体现增收。
“前两月财政收入增速较快，
主要原
因在于经济企稳向好。同时，
春节这个季
节性因素也起到一定作用。”中国财政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增幅较小，反
映了国家清理规范收费基金的成效，税
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对于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高
于地方 8 个百分点，财政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主要是因为属于中央收入的进口
环节税收快速增长，拉动同期中央一般

本报北京 3 月 15 日讯 记者
常艳军报道：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
清在今日举行的《2016 年度中国银
行业服务改进情况报告》发布会上
表示，作为服务行业，银行业要有
“端盘子”的服务精神，能否为实体
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能否为客
户提供更好的银行服务，是衡量银
行改革成果的最重要标准。
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底，
银行
业营业网点22.8万个，
新增设营业网
点 3800 多个；网上银行交易金额为
1299 万亿元，交易笔数总计 850 亿
笔，
同比增长98%。客服中心人工电
话接通率达到 91.6%，
连续 3 年高于
90%；
客户满意度达到98.5%。
郭树清表示，银行业需继续强
化“以客户为中心”和“服务创造价
值”的理念，
提供不单纯依赖物理设
施的多层次、综合化、针对性强的服
务；要利用金融科技，依托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
提升整个银行业资源配置效率；
要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
力度，切实发挥债委会作用，
大力发
展普惠金融，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
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要着力提升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精准
扶贫效率，强化农村信用社服务
“三
农”功能。
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郭
树清表示，银行业要将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相关要求融入公司治理、企
业文化与经营发展战略，通过建章
立制等措施履行消费者保护职责。
要继续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活动，试点设置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银行业还要完善投资
者适当性制度，规范销售、代销业务管理，杜绝虚假承诺、误导
销售和欺诈营销。在银行销售的所有产品都必须向客户说明
其性质、投向和可能的风险，绝不容许含糊其辞，绝不容许盗
用银行名义，
绝不容许只收费不负责。
当前，银行业改革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困难依然不少，公众
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多元。郭树清表示，银行业要全面加强行
业队伍建设，补齐制度短板，进一步加强行为监管与功能监
管，
弘扬银行业的
“三铁”
（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传统，
为人
民群众看好
“钱袋子”
。

国家质检总局：

今年首批10种产品抽检合格率为92.4%

3 月 15 日，江苏兴
化千垛菜花风景区航
拍的油菜花。
随着天气转暖，江
苏兴化缸顾乡千垛菜花
风景区的油菜花陆续开
放。当地农技人员的油
菜苗情调查显示，今年
油菜花期是历年来最早
的一年 ，比往年提前 3
至 4 天。沟河交错围成
的垛田上，金灿灿的油
菜花一望无际，呈现出
一幅
“河有万湾多碧水，
田无一垛不黄花”的绮
丽画卷。
汤德宏摄

本报北京 3 月 15 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由国家质检总
局主办，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协办
的“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京举办。
活动现场，以海尔集团、同仁堂、太钢集团、泰祥集团为代表的
52 家企业宣读并签署诚信责任承诺书。
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副主任韩云平表示，质检总局近期
组织开展了今年第一批针织内衣等 10 种产品质量国家监督
抽查，涉及日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轻工产品、农业生产资料
等 4 类产品，共抽查 632 家企业生产的 633 批次产品。经检
验，584 家企业生产的 585 批次产品合格，检出 48 批次产品不
合格，合格产品检出率为 92.4%。
据介绍，2016 年全国质检系统围绕维护消费品安全重拳
出击，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77.3 万人次，立案查处各类质量
违法案件 3.6 万起，涉案货值金额达 22.51 亿元，查办大案要
案 1980 起。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沈传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根本政
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
顺应新
的时代要求，
不断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
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使人民民主更加
广泛、
充分。
“ 鞋 子 合 不 合 脚 ，自 己 穿 了 才 知
道”。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道出了中
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个中真谛——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发展民主政治必须从中国
国情出发，
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经验，
是关系到人民民主权利能否实现的基本
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
“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
必须注重历
史和现实、
理论和实践、
形式和内容有机
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
从实际出发，
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
握走过的发展道路、
积累的政治经验、
形
成的政治原则，
还要把握现实要求、
着眼
解决现实问题，
不能割断历史，
不能想象
突 然 就 搬 来 一 座 政 治 制 度上的‘ 飞 来
峰’。”如此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宣示，
彰显了我们党对自己政治制度的自信，
表明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对于那些有

意贬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甚至鼓
吹政治体制改革“真经在西方”
的噪音杂
音，也不啻于一针“清醒剂”。在坚持民
主发展正确方向、确保绝不犯颠覆性错
误的同时，
我们并没有故步自封、
画地为
牢，
而是勇于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要求，
不
断发展完善民主制度，积极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适时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
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
也
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性的伟大政治创
举。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行使国家权力，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围绕体现人民代表
大会的制度价值，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完
善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建立健全人大代
表联系群众制度、积极发挥人大与人大
代表作用等诸多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人大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
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2013 年
全国两会上，首次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
“同票同权”选举出的 2987 名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开始履行神圣职责。在这些
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
表达到 401 名，占代表总数的 13.4%，比
上届增长 5％，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
则进一步降低近 7 个百分点。
“ 同票同
权”
闪烁着公平与民主的光辉。

2016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会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
厅印发了《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展开，以
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
提出要完善代表
“小切口”打开“大视野”，通过深入调研
联系人民群众制度，建立健全代表联络
协商，
以点带面，
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机构，
畅通社情民意反映和表达渠道，
密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现在无论走
园”。全国各地开展的形式多种多样的
到广东、
浙江等经济发达的南方省份，
还
基层协商民主，畅通了人民民主参与渠
是漫步在青海、
宁夏等西部地区，
都会发
道，基层协商制度化迈出了可喜步伐。
现不少地方建起了形式各样但目的一致
比如，浙江支持基层开展因地制宜的丰
的人大代表工作站。作为先行先试地
富探索，
建立了各类议事协商会、
民主协
区，深圳市人大目前已经建成 100 多个
商会、恳谈会、
“民情气象站”
“民情合议
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
分布在全市各区， 庭”
“网络协商民主”等多种多样的基层
超过 1000 名各级人大代表定期到站和
协商民主形式，切实增加了基层群众的
群众见面，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各种
民主获得感，很多事情经过协商一致后
困难。这些日益增多的平台，为人民代
顺利办结。甘肃张掖市坚持“村里大小
表和人民之间联系搭起“红纽带”
“连心
事、村民说了算”，下辖 834 个村全部成
桥”，
拉近了代表和群众的距离。
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务公开监督小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组和民主理财小组，
通过公开栏、
明白墙
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找到全社会
等方式，
对群众关心的低保五保、
救灾救
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
助、
财务收支、
惠农政策等方面做到公开
的真谛。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
透明，让群众更好地行使对村务管理的
多商量，
做事多商量，
商量得越多越深入
知情权、
参与权、
决策权和监督权。
越好。
”
十八大以来，
在党的领导下，
以经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
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
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社会主义愈
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全社会开展广泛
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
协商，
坚持有事大家商量着办，
社会主义
主政治制度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不断显
协商民主广泛开展。十二届全国政协召
现，
人民民主越来越呈现出勃勃生机，
凝
开 60 多次双周协商座谈会，通过定期邀
聚起亿万中华儿女的智慧力量，凝聚起
请各界别委员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和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合力。
议，让座谈会成为沟通思想、增进共识、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
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协商平台。座谈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我国将完善华北、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西北六大机场群
到 2025 年新增布局机场 136 个
本报北京 3 月 15 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用航空局今日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
局规划的通知》。按照规划，我国将完善华北、东北、华东、中
南、西南、西北六大机场群。到 2025 年，在现有（含在建）机场
基础上新增布局机场 136 个，全国民用运输机场规划布局
370 个（规划建成约 320 个）。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我国运输机场数量达 260 个左右，
北京新机场、成都新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将建成投产，枢纽机
场设施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一批支线机场投入使用。到
2025 年，我国将建成覆盖广泛、分布合理、功能完善、集约环
保的现代化机场体系，形成三大世界级机场群、10 个国际枢
纽、29 个区域枢纽。

太湖流域片将率先全面建立河长制
本报北京 3 月 15 日讯 记者张雪报道：水利部太湖流域
管理局日前在河长制的发源地江苏省无锡市宣布，将推动太
湖流域片在全国率先全面建立科学规范的河长制体系。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印发后，太湖流域管理局
出台了《关于推进太湖流域片率先全面建立河长制的指导意
见》，明确了流域片率先全面建立河长制的时间表、路线图和
阶段性目标，提出在 2017 年底前，率先全面建成省、市、县、乡
四级河长制，
有条件的地方，
特别是平原河网地区积极探索河
长向村（社区）拓展，
力争建成五级河长制。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吴文庆表示，太湖流域片各
省（市）党委、政府不断丰富完善河长制工作内涵、组织方式、
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为流域片率先全面建立河长制打下了
扎实基础。目前，
流域片各省（市）均已明确省级河长办设置，
并按照长期实体运作的目标进行组建，部分省份在人员编制、
流动机制上积极创新，
通过增编、内部调剂等方式充实河长办
人员，设立支撑单位，为河长制各项工作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