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要闻 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3

本版编辑 董庆森 刘春沐阳

国务院印发《意见》

支持山西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多部门联合惩戒运输物流业违法失信行为
将逐步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
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
意见》。
《意见》指出，要坚持以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能源供给、
消费、技术、体制革命和国际合
作，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资源型经
济转型实质性突破，将山西省建设
成为创新创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新旧动能
转换成效显著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
展示范区。

《意见》提出，到2020年，重
点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
性成果，能源革命总体效果不断显
现，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体制机
制基本建立。到2030年，多点产业
支撑、多元优势互补、多极市场承
载、内在竞争充分的产业体系基本
形成，清洁、安全、高效的现代能
源体系基本建成，资源型经济转型
任务基本完成，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制度性经验，经济综合竞
争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
《意见》明确了六个方面重点

任务。一是健全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机制，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
推动能源供给和能源消费革命，
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实施产业转

型升级行动，建立新兴产业培育扶
持机制，完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政
策体系。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增强协同创新能力，培育打造创
新创业平台，统筹推进开发区创
新发展，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三
是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实施国有企业改
革振兴计划，更大程度更广范围
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四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
改革，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深化
“放管服”改革，统一规范各类审
批、监管、服务事项，创新财政金
融支持转型升级方式，改革完善土
地管理制度，推动城乡一体化发

展，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五
是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拓展转
型升级新空间。构建联接“一带一
路”大通道，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六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建设美丽山西。加强资源开
发地区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
《意见》要求，山西省要切实

承担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制定实施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结合自身职能，对本意见涉及
的重大事项抓紧制定细化方案和
具体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
强对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的宏观指导、综合协调、督促推
进和检查评估。

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2%——

经济向好带动收入平稳增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本报北京9月11日讯 记者熊
丽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加快
推进运输物流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人民银行、交
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等20部门近
日联合签署了《关于对运输物流行
业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及其有关
人员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并予以印发。
《合作备忘录》的联合惩戒对象，

是指违反运输物流行业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违背诚实
守信原则，经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认定
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并被列入运输
物流行业“黑名单”的市场主体及负有
直接责任的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

挂靠货车实际所有人及相关人员。备
忘录所指的运输物流行业市场主体为
从事运输、仓储、配送、代理、包装、流
通加工、快递、信息服务等物流相关业
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合作备忘录》明确列出联合惩

戒的具体措施，分为五大类 27项。
《合作备忘录》提出，除对失信主体依
法依规予以处罚外，各相关部门还将
依照有关规定，对联合惩戒对象采取
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包括对失信主
体申请从事道路、铁路、水路等经营
业务，在班线和航线审批、经营许可
等方面依法实行限制性管理措施；对
失信主体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依法予以限制；对失信

主体在取得政府供应土地方面依法
予以限制；将失信状况作为金融机构
融资授信时的审慎性参考等。

在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上，国家
发改委将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定期向参与失信联合惩戒的部门
和单位提供运输物流行业严重违法
失信“黑名单”。相关部门根据备忘录
约定的内容对“黑名单”中的失信主
体实施惩戒。逐步建立惩戒效果定期
通报机制，有条件的部门定期将联合
惩戒实施情况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共享。涉及地方事权的，由签
署部门和单位将“黑名单”推送给地
方相关部门，地方部门按照备忘录内
容实施联合惩戒。

有关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别对运
输物流行业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
进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相关信息，
并定期推送至国家发改委。同时，将
相关信息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及时更新，并开放平台授权供部门共
享使用。对于从“黑名单”中移除的市
场主体及其有关人员，相关部门应及
时停止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如此严厉的惩戒
措施，对物流企业来说既有压力，也
有推动力。压力当然是惩戒措施的严
酷，另外惩戒措施将会起到很大的震
慑和监管作用，从而推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为物流行业主体打造一个良
好公平的社会环境。

据新华社杭州9月11日电 （记

者魏一骏） 浙江省与复星集团牵
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11日下午正
式签署杭（州）绍（兴）台（州）铁路
PPP项目投资合同，这意味着中国
首条由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项目迈
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幸介
绍，杭绍台铁路全长269公里，设计
时速 350 公里，总投资达 449 亿
元。2015年，杭绍台铁路被国家发
改委列为首批PPP示范项目之一，
按融资方案由民营资本联合体、中
国铁路总公司、浙江省交通集团和
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建设，项目公司

股权突出民营资本绝对控股地位，
占其中51％。

根据杭绍台铁路项目实施方
案，项目合作期限34年，其中建设
期4年，运营期30年。合作模式采
用BOOT（建设－拥有－运营－移
交）方式，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融
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并拥有相关
资产所有权，合作期满后，项目设施
无偿移交给政府。

据了解，杭绍台铁路填补了杭
州都市圈与温台城市群之间的对角
区域铁路空白，对优化浙江路网结
构、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沿线
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首条民资控股高铁完成投资签约

9月 11日，财政部发布统计数
据显示，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0652亿元，同比增长7.2%；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647亿元，
同比增长2.9%。

这些数据背后蕴含哪些亮点和
趋势？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采访了相关人士和专家。

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中的税收收入8907亿元，同比增
长16%，比上半年和7月份增幅都
有所提高。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
分析，主要是经济运行平稳向好、
价格上涨等因素带动。其中，个人
所得税868亿元，同比增长18.7%，
主要是受居民收入增长及股利、股
息、红利所得增加等影响；资源税
111亿元，同比增长62.7%，主要是
受部分矿产品价格上涨影响。

统计显示，1至8月累计，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415亿元，同
比增长9.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57506 亿元，同比增长
9.3%，为年初预算的73.2%；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3909亿元，
同比增长10.2%，为年初代编预算
的7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
的税收收入103410亿元，同比增长
11.6%。
“从 8月份和前 8月统计数据

看，财政收入趋稳向好，这是我国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收入分配结构优
化，以及国家宏观政策效果的综合
显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白景明说。

8月份，非税收入1745亿元，同
比下降22.5%；1至8月累计，非税收
入18005亿元，同比增长0.1%。对
此，白景明表示：“前8月累计非税
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1%，这说明政
府筹集收入越来越规范，进一步清
理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的

力度越来越大。”

税收结构亮点多

8月份，企业所得税801亿元，
同比增长 23.5%。白景明表示，除
了有去年同月基数较低（增长5.4%）
的因素外，也与企业结构调整优化、
效益提升有关。近年来国家大力实
施减税政策，企业有更多资金进行
投资和扩张，带来企业利润增加，为
支撑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进
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税收的较
快增长。“简言之，减税政策推动了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保障
了税收增长。”白景明说。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361
亿元，同比增长19.1%，也是8月份
数据中的一个亮点。白景明分析，
前几年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
长率很低，有时甚至都是负增长。
从8月份数据看，进口货物增值税、
消费税增长不错，说明国内经济稳
中向好，带动进口量持续增加，同时

也与我国主动扩大进口、调整进口
结构有关。

1至8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32867 亿元，同比增长
31.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2684亿元，同比增
长6.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
收入30183亿元，同比增长34.1%，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7134亿元，同比增长37.3%。

民生保障支出有力

8月份，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支出2289亿元，同比增长5.7%；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358 亿
元，同比增长 2.4%。“支出增幅较
低，主要是加快支出进度，部分支
出在前期体现。”财政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1至8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31627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支出18812亿元，同比增长8.6%，

为年初预算的 63.6%，比去年同期
进度提高0.3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112815亿元，同比增长
13.9%，为年初代编预算的68.5%，
比去年同期进度提高3.9个百分点。
“8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增幅较低

其实是个好现象，主要原因是前七
个月应该支出的都已支出了，没把
支出堆在后边，避免了年底‘突击花
钱’的现象。1至8月累计支出比去
年同期进度提高，支出进度在加
快。”白景明说。

从主要支出项目情况看，1至8
月累计，教育支出18915亿元，增长
14.6%；科学技术支出3809亿元，增
长18%；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793
亿元，增长14.2%；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17558亿元，增长21.5%；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0314亿元，
增长 15.4%；城乡社区支出 14050
亿元，增长 13.3% ；农林水支出
11567亿元，增长9.9%。白景明说：
“从支出项目情况可见，民生保障支
出保持比较大的力度。”

本报北京9月11日讯 记者
温济聪从中国证监会获悉：中国证
监会主席刘士余今天会见了到访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
长安赫尔·古里亚一行。双方就中
国证监会加入OECD公司治理委员
会的有关事宜进行了交流。

刘士余表示，经国务院批准，中
国证监会愿意接受OECD的邀请加
入公司治理委员会，并将积极参与
《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实
施工作。

刘士余表示，上市公司是资本
市场的基石，是市场最具活力的竞
争主体。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准是
公司质量的重要标志。随着A股
纳入明晟（MSCI）指数，互联互通
机制不断深化，中国资本市场的双
向开放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新的要

求。目前，中国证监会正在修订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持续完善上
市公司的治理架构，进一步与国际
标准接轨。

古里亚秘书长表示，中国是
《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倡
导国和支持国之一，OECD非常欢
迎中国证监会加入公司治理委员
会，期待未来与中国证监会进一步
加强交流与合作，也愿意为中国完
善公司治理提供专家、技术资源和
人员培训等支持和协助。

OECD现有35名成员，非成员
经济体可以作为OECD的“合作伙
伴”加入OECD的内设工作机构。
公司治理委员会是OECD的内设
委员会之一，主要负责公司治理领
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与实施情况
评估。

本报北京9月11日讯 记者
杨忠阳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
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7.2万辆和 6.8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67.3%和76.3%。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8
万辆和 5.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9.6%和95.5%；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1.4万辆和 1.2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29.4%和21.6%。

今年 1至 8月，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34.6万辆和32.0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3.5%和
30.2%。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28.4万辆和26.0万辆，比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 45.4%和 43.5%；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2万辆和5.9万辆，比上年同期分
别下降2.6%和7.5%。

此前，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
2017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
际论坛上表示，一些国家已制定禁
售传统燃油汽车时间表，目前工信
部也启动了相关研究，将会同相关
部门制定我国的时间表。
“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
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近
期即将发布实施。”辛国斌表示，
各企业要按照考核要求，努力改善
传统汽车节能水平，大力发展新能
源汽车。

本报北京9月11日讯 记者
张雪 杨学聪报道：第十二届中国
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今日
开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科技融
合 传承创新发展”为主题，将举办
综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
坛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六大系列
百余场活动，并搭建官方互联网展
示平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中
国“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
等4个国际组织，俄罗斯、美国、德
国、法国、荷兰等63个国家和地区
的86个境外代表团组参展参会；天

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
23个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组团参展
参会。

创办于2006年的北京文博会
是发挥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
中心的独特优势，加快文化产业发
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北京搭建
的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展示、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据介绍，2016年北京市文化创
意产业实现增加值3570.5亿元，占
全市GDP比重达到14.3%，已成为
全市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第十二届北京文博会开幕

证监会将持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架构
愿接受OECD邀请加入公司治理委员会

8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增 76.3%
相关部门正研究制定禁售燃油车时间表

本报北京9月11日讯 记者
常理报道：北京首农集团和中信农
业11日在北京宣布，北京首农集团
与中信农业成功联合收购英国樱桃
谷农场公司100％股权，并掌握全
部育种技术和专利权。这标志着我
国成功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对肉鸭种
源供应的垄断。

据介绍，英国樱桃谷农场公司
是全球最知名的肉鸭种源繁育公
司，其改良培育并持有基因专利的
肉鸭品牌“樱桃谷鸭”，在全球市场
占有率长期位居第一。

记者从北京首农集团了解到，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鸭养殖和消
费市场，养殖存栏量约占世界的
60％。“樱桃谷鸭”于上世纪90年代
进入我国，随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
重要的肉鸭品种，近年来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到近八成。

首农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在国内建立独立的基因技术实验
室，推动育种研发团队从英国转移
到我国国内，利用遗传基因研发的
优势，整合中国各地种源，从源头
推动我国肉鸭产业链的完善巩固，
充分利用专利技术提升全球产业
话语权。

中国企业收购全球最大肉鸭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