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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试点改革是1994年分税制
改革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财税改革，取
得了非同寻常的改革成效，彰显了守正
出奇的改革智慧。

营改增试点改革期间，恰逢我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营改增试点改革从上海
起步，从扩大区域试点，到转向行业试
点，并渐渐扩展，于2016年5月1日实现
全覆盖。营改增试点改革5年来，世界
经济持续低迷，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
高企，各国政府陷入减税和增税的“两
难”之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等主要国家陆续提高了增值税税率，从
2011 年 的 18.7% 上 升 到 2016 年 的
19.2%。我国的税改之路却与众不同：
从“营增并存”到“营改增”，既简化、统一
了税制，又实现了渐进性减税。其涉及
面之广、改革力度之大，放在其他国家几
乎不可想象。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优
势，用税改的“减法”，转化为税源的“加
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财政经济风险
得到了有效化解，企业效益明显好转。

营改增试点改革从局部地区、局部
行业试点，逐步扩大至全覆盖，突破了税
制改革的历史路径、传统理念。“渐进到
位”的改革路径难度大，不确定性因素
多，且给中央、地方带来了减收的风险，
需要改革者有高超的推进技巧。创新性
的改革路径，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总结
经验，同时避免了改革的震荡，通过时间
上的巧妙把握，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局部
试点中“抵扣链条断裂”导致的问题，实
现了税制运行的巧妙平衡。

营改增试点改革，遵循问题导向。
从重点领域切入，层层推进，即生产服务
业优先改革，在与制造业关系密切，以及
创新能力强的行业首批试点，如交通运

输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
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等。之后又将
电信、邮政等行业纳入。最后将不动产、
金融业、建筑业以及生活服务业纳入试
点范围。这种以点带面、分层推进的方
式，既考虑了改革的难易，又兼顾了经济
增长动能转换的需要，远近结合，扩大了
改革效果。

营改增试点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改革效应，成为经济改革的先手棋，
消除了“营增并存”二元税制，实现了税
制统一，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增强税收
中性，激发了产业分工；减少市场扭曲，
提高了市场效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不仅如此，2012年起步的营改增成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营改增试点改革有扩大需求的作用，其
着力点主要是在供给侧，促进创业就业，
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效率，扩大优质
供给。随着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不
断升级，服务消费比产品消费增长更
快。营改增改革直接针对服务业，同时
带动制造业，其改革红利惠及所有产业
和企业，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变化趋
势高度吻合，提升了社会供给与需求之
间的协调性、平衡性，经济发展可持续性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营改增试点改革还牵引了财政体制
改革。营改增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
收入划分格局，由此牵引财政体制改革，
对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划分、支出责任
划分以及转移支付都产生了辐射性作
用，实质上倒逼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
改革。从长期看，这是国家治理结构重
塑的触发器和推动力，有利于调整优化

地方政府行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我
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升级，实现效率与
公平的融合、发展与环境的统一。

营改增实施5年多来，改革红利逐渐
释放，促进创业创新，扩大产业分工，发
展服务业，提升制造业，催生新业态，缓
解了风险，增强了发展后劲，实现了
多赢。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截至2017年
7月底，我国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等四大行业纳税人共计1218
万户，比2016年5月1日四大行业改革
前国地税交接户数增加207万户。其
中，户数增加最多的行业是生活服务业，
累计增加151万户。前期试点的“3+7”
行业2017年月均增加11.2万户，其中专
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研发
技术服务业纳税人户数的增加最为
显著。

从制造业企业购进服务的金额来
看，2017年前8个月，全国制造业企业
购进服务金额同比增长37.6%，同时制
造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21.9%。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购进的服务金额同比
增长54.1%，占制造业购进服务金额的
比重达17.3%。这说明制造业与服务业
的融合发展加速，提升了制造业水平。

5年来，营改增试点改革共为纳税
人减负1.7万亿元，企业减负带来了经
济增长及其质量的提高。

营改增试点改革所获得的经验值得
深刻总结。
——搞好顶层设计。中央高度重

视，多次部署。在试点之初，中央就将营
改增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一再强
调推进营改增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
“重头戏”，这项改革不只是简单的税制

转换，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
减轻企业负担，培育新税源，促进工业转
型、服务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在营
改增的每个环节、每一阶段，国务院都及
时部署，仅2016年3月份到4月份的一
个月之内，就三次专题部署营改增工作，
并强调“营改增是深化改革一招很重要
的‘棋’，是要动利益、动‘奶酪’的。但我
们下定决心，必须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确
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2017年8
月份至9月份，国务院又连续两次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营改增试点改革。
——精心实施。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例如，为保障营改增试点改革全覆
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下发了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之后，国
家税务总局又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行
业管理、纳税申报、发票使用方面的公
告。财税部门精心操作，5年持续改革
出台的文件和培训材料累计达百万字。
——协同改革。各部门和地方积极

配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改革的协同
性明显增强。国务院直接部署，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具体组织、实施这次持续
5年的改革，相关部委积极参与。地方
政府，特别是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在营改
增试点改革宣传、释疑解惑、纳税服务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营改增的顺
利推进。涉及改革的1100万户企业，不
仅组织人员系统学习试点政策，还通过
调整组织架构、定价策略等主动适应新
税制。在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推行两个
月的时间，税务部门组建6500多个辅导
队，有针对性地培训了2130多万户次。
从上到下，系统动员，改革协同，充分反
映出大国税改的超强能力。

营改增:守正出奇的一项改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由国家开发银行
独立主承销的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专项扶贫中期票
据日前成功发行。

据了解，本期专项扶贫中期票据注册金额100亿元，是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行扶贫票据产品以来，全国
首单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扶贫用途的专项扶贫中期票据，同
时也是目前市场上注册金额最大的扶贫债务融资工具。

本次专项扶贫中期票据首期将募集15亿元，全部用于
支持贵州省境内的遵毕、惠兴、思剑、镇胜、板江等5条扶贫
高速公路项目，将直接惠及大方县、惠水县、贞丰县、兴仁县
等15个国家级贫困县。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紧抓国家资本
市场扶贫政策窗口期，推出了募集资金用于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或产业扶贫项目，具有专项标识的
债务融资工具产品。

据了解，国家开发银行还将于近期持续主承销湖北、广
西、安徽等省（区）的扶贫债券，聚焦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继
续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和作用，破解脱贫攻坚融资瓶颈。

全国首单专项扶贫中期票据成功发行

本报讯 记者单保江 管斌报道：企业成立初期，由于
前期投入多、资金紧张，往往影响新办企业的发展。营改增
的全面实施，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山东一路工程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2016年下半年成立
的一家新公司，其自主研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环保型路面
粗糙化处理装备、融雪除冰综合养护装备，打破了美国、德国
对该技术领域的垄断。“公司成立后，我们依托自己研发的专
用设备，组建了自己的路面工程施工队。因为营改增，不动
产纳入抵扣范围，厂房建设、设备建造都足额实现了抵扣。”
企业负责人于立相说，节省的税金更多地应用到了市场推广
上，帮助企业顺利渡过了创业初期的经营难关。

菏泽市国税局货物与劳务科负责人李爱琴认为，营改
增带来的减负，鼓励了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加大投入，为
今后涵养了税源，扩大了税基。“新增的不动产纳入了抵扣
范围，这就对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技术起到了极大
激励作用，促进企业产品创新、结构升级。”

本报讯 记者李瞳、通讯员张振盛 石钰报道：“多亏
了地税部门的及时帮扶，我们企业两个海外项目享受到了
应有的税收优惠，还避免了国际税收风险。”提起企业在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收获，江苏徐州东大钢结构建筑有
限公司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

在“一带一路”建设东风下，江苏丰县不少企业纷纷走
出国门，布局“一带一路”建设。但由于国情不同、语言不
通，再加上对税收政策了解不足，企业在“走出去”时也面临
着不少风险。为此，丰县地税局专门建立“一带一路”企业
常态化税收跟踪服务机制。该局成立6支专项工作团队主
动走访企业，就企业预期发生的重大跨境交易和特定事项
在税法适用上存在的不确定事项事前把脉。同时，为企业
设置专职联络员，更加精准地为企业服务。

自2016年以来，丰县地税局联合当地国税部门，先后为
41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提供了税务服务。仅今年1
月份至9月份，就为相关企业办理减免退税逾4000万元。

山东菏泽国税局：

营 改 增 促 进 制 造 业 企 业 发 展

江苏丰县地税局：

贴身服务助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平谷新开街
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36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73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9月05日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新开街26号楼1
至2层26-1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04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花园村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41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74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02月1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04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A0003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75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10月23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7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04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陶然亭
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1100008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76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9月04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2号9号楼1层
111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05日

北京昌平包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七家
支行
机构编码：S0005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77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9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望都家园2号楼
103-104号底商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1日

北京昌平包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龙观
支行
机构编码：S0005S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78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0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回龙观西大街
18号I段1至3层I-112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区
百善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43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1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政府综合办公用房
一层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区
南邵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43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1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1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金家坟村村委会综
合办公楼一层东侧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区
文新南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12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2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30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文新南街273号院12号
楼1层107、108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区
沙阳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04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3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8月30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馨瑞嘉园8号楼1层
4单元103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区
后沙峪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42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8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0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双裕街6号院1
号楼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7日

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183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4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9号院2号楼3层
及5层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8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京科技园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13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5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3月1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利泽西街 8号院 1号楼
119#、120#、121#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9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6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6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9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4号楼1层 1062
号、2层210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5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科技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1100004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7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6月1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10号
楼紫光大厦一、二层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5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土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9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0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9月26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砖厂南里 40 号楼 1层
116-134、137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8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陶然亭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07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99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7月2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院6号楼
101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7日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321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01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2月2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
中心4层（电梯楼层5层）01-04单元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8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2S21100003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03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06月3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21号3号楼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9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滨阳支
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35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72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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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上接第一版）
截至2016年底，宁波舟山港共有

生产性泊位624个，其中万吨级以上大
型生产性泊位150余个，是中国大陆大
型和特大型深水泊位最多的港口。

港口码头，一艘艘巨轮鱼贯进出。
保税区内，一幢幢高楼灯火通明。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在这里提速汇聚。截至
8月31日15时，宁波保税区跨境电商进
口交易额累计突破100亿元大关，居国
家跨境电子商务首批试点园区前列。

与此同时，依靠港口枢纽与城市禀
赋的有机结合，越来越多的“宁波制
造”从这里“出海”，经由236条航线
与国际市场终端紧密相连，并在港产联
动中，为宁波开放注入强劲动能。

外贸升级 乘风破浪潮头立

坐拥2万家进出口企业的宁波，外贸
转型升级之路更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5年来，宁波加快形成以技术、标

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
优势，使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为
外贸发展新动能，实现了外贸稳增长。
“连续两年，销量增长均超过

60%。”今年，在家电供应商雅加达亚
太峰会上，印尼客商 Andy 兴奋地表
示，得益于产品的品质创新及海外产销
平台的升级完善，他代理的奥克斯空调
已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技术研发、品质创新和市场推广三
管齐下，为企业构建了强大的内生驱动
力。今年上半年，奥克斯在国内市场整
体销量同比增长154%，出口增长率则
为 60%，连续 3年保持行业“增速第
一”，成为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排头兵。

在今年上半年的宁波出口200强企
业榜单中，老牌外贸企业宁波中基集团
名列第四，副总经理应秀珍津津乐道的
是集团旗下的一款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中基惠通”。上半年，中基集团实现进
出 口 额 12.96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57.2%。其中出口5.69亿美元，仅中基
惠通平台出口额就达4.76亿美元。

从自我革新到逆势增长，从一类平
台到一种生态，宁波的外贸“新势力”正
以模式、技术、服务、风控等多种创新，促
进外贸提质增效，使经济全球化红利得
以充分释放。“优进优出”呼之欲出。

双向互动 资源配置国际化

曾流行一种说法，中国每出口8亿
件衬衫，才能买一架进口飞机。低附加
值、低利润率，曾长期困扰中国制造。

如今在宁波，改变正在发生。日
前，“中国汽车电子第一股”均胜电子
发布半年财报：上半年营业总收入为
130亿元，同比增长了119.99%。在汽
车零部件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仅为
26%的背景下，均胜速度为人瞩目。
“可以说，均胜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并购
史。”均胜董事长王剑峰并不讳言。这
家成立仅10年的民营企业，正是通过
一连串精准的跨国并购，成功跻身全球
工业机器人细分市场第一方阵，成为宝

马、保时捷、奔驰、奥迪等高端汽车品
牌的核心电子产品供应商。

把握全球经济脉动，以加快产业结
构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银
亿、华翔、百隆东方、狮丹奴等一大批
企业或跨国并购，或设立境外产能合作
园，在更大范围里进行国际资源配置，
进一步优化了宁波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
的分工地位。

与此同时，优质外部资源也纷纷在
宁波落地生根。在镇海，今年4月，世
界500强企业法国ENGIE集团宣布收
购浙江联盛新能源集团25%的股权，成
为宁波史上首个签约的能源类外资项
目；在宁海，中瑞生产技术中心与中乌
钛合金产业园，引入乌克兰的钛合金热
处理中心、轴承与动力系统及瑞典的
MIM项目，目前部分项目已实现量产；
在慈溪，中捷（宁波）产业合作园的高
端厨具制造中心、高新密封材料等十余
个在谈项目已取得积极成果。此外，中
意（宁波）生态园（一期）、中东欧
（宁波）贸易物流园，中以、中澳等特
色产业园蓄势待发……站在新的起点，
宁波正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大胆探
索，优化港口资源，扩大开放优势，以
加速度打造“名城名都”，开启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宁波:以加速度打造开放型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