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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持续下降——

猪肉供给充足 消费有待提振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总体看，全国生猪平均价格已经连续3周下跌。从不同省市来

看，东北、江西等主产区由于外调受阻，猪价跌幅依然较深；南方主

销区广东、福建由于外省调入量增加，跌幅较大

春节前部分低价区猪价有望回暖，高价区猪价将会有所回落，

猪价总体将会以小幅下跌为主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
16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
格为 19.16 元/公斤，比 2018 年 12 月 25
日的19.49元/公斤下降1.69%。

相对于全国均价，北京猪价跌幅较
明显。1月16日，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 14.15
元/公斤，比2018 年12 月25 日的16.55
元/公斤下降了14.5%。

“元旦后猪价开始进入下跌通道。”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
员朱增勇如是说。

分地区看，全国猪价有涨有跌。在
猪肉价格方面，北京、东北三省、陕西等
省市跌幅较大，月平均跌幅均在 3%以
上。黑龙江跌幅达9.4%。福建、四川、甘
肃等省涨幅较大，月平均涨幅超过 9%。
在生猪价格方面，北京、吉林、黑龙江、浙
江、安徽和陕西等省市跌幅较大。北京
生猪月平均价格跌幅最高，为 14.1%。
福建、四川和甘肃生猪价格涨幅较高，
甘肃生猪月平均价格大幅上涨11.4%。

总体看，全国生猪平均价格已经连
续3周下跌。从不同省市来看，东北、江

西等主产区由于外调受阻，猪价跌幅依
然较深；南方主销区广东、福建由于外省
调入量增加，跌幅较大。

春节临近，猪价缘何低迷？朱增勇
认为，供给充足，消费难以提振。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8年1月
份至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
业 屠 宰 量 21923.66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10.4% 。 同 时 ，生 猪 产 能 大 致 稳 定 。
2018 年 11 月份，全国生猪存栏环比减
少0.7%，同比减少2.9%。其中，能繁母

猪存栏环比减少1.3%，同比减少6.9%。目
前，腌腊和备货陆续结束，生猪流通政策调
整后区域间供需差异明显改善。

再看猪肉进口量数据。据海关统计，
2018年11月份，我国进口生猪产品16.34
万吨，环比增长 9.0%。1 月份至 11 月份，
全国进口生猪产品199.46万吨，同比减少
12.1%。其中，进口猪杂碎 89.61 万吨，同
比减少23.0%；进口鲜冷冻猪肉109.74万
吨，同比减少0.7%。进口生猪产品虽然环
比小幅下降，但总体仍处于高位。

关于后期走势，朱增勇表示，春节前
猪价可能将难有起色。养殖户担心后市
存在不确定性积极出栏，部分地区压栏
大猪也提高了猪肉供给量。由于《农业
农村部关于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活
动的通知》调整了疫区和非疫区仔猪、种
猪、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的政策规定，湖
南、广西等地生猪开始外调，可平抑主产
区和主销区间的高价差。

鉴于当前猪肉供给仍较充裕，非洲
猪瘟对不同地区的猪肉消费产生了不同
程度抑制作用，朱增勇认为，春节前部分
低价区猪价有望回暖，高价区猪价将会
有所回落，猪价总体将以小幅下跌为
主。春节后进入消费淡季，猪价将会季
节性下跌，这个季节性回落将一直持续
到二季度中后期。不过，2018年四季度
产能调减幅度较大，在供给和消费均下
降的情况下，猪价下跌空间也不大。

“东北、河南、内蒙古和山西等主产区
猪价形势不容乐观，猪价持续低迷可能造
成产能大幅调减，导致下半年猪价大幅上
涨。”朱增勇建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适时
采取政策性收储、金融扶持等措施。

2019年，税务部门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2018年，全国税务系统深入推进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圆满完成税收收入任务和减税目标，进一

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完善税制体系；2019年，全国税务系统要突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这

个主题，聚焦圆满完成预算确定的税费收入任务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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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显示——

钓鱼网站成网络诈骗主渠道
本报记者 黄 鑫

““淡化印痕细纹淡化印痕细纹”“”“延缓衰老延缓衰老”“”“EGFEGF 原液修复表原液修复表
皮皮””……对于这些关键词……对于这些关键词，，关注化妆品的人并不陌生关注化妆品的人并不陌生。。
然而然而，，国家药监局日前发文称国家药监局日前发文称，，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备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备
案的产品案的产品，，宣称宣称““药妆药妆”“”“医学护肤品医学护肤品””等等““药妆品药妆品””概念概念
的的，，属于违法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一时间一时间，，有关有关““化妆品化妆品”“”“药妆品药妆品””的的
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为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为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本本
期主持人将为广大消费者答疑释惑期主持人将为广大消费者答疑释惑。。

问问：：为何经常听说国外有所谓的为何经常听说国外有所谓的““药妆品药妆品””，，我国化我国化
妆品法规中就没有妆品法规中就没有““药妆品药妆品””概念概念？？

主持人主持人：：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不仅是我国不仅是我国，，世界大多世界大多
数国家在法规层面均不存在数国家在法规层面均不存在““药妆品药妆品””概念概念。。避免化妆避免化妆
品与药品概念混淆品与药品概念混淆，，是世界各国是世界各国（（地区地区））化妆品监管部门化妆品监管部门
的普遍共识的普遍共识。。部分国家的药品或医药部外品类别中部分国家的药品或医药部外品类别中，，有有
些产品同时具有化妆品使用目的些产品同时具有化妆品使用目的，，但这类产品应符合药但这类产品应符合药
品或医药部外品的监管法规要求品或医药部外品的监管法规要求，，不存在单纯依照化妆不存在单纯依照化妆
品管理的品管理的““药妆品药妆品””。。

我国现行我国现行《《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中第十二条中第十二条、、第十第十
四条规定四条规定，，化妆品标签化妆品标签、、小包装或者说明书上不得注有小包装或者说明书上不得注有
适应证适应证，，不得宣传疗效不得宣传疗效，，不得使用医疗术语不得使用医疗术语，，广告宣传中广告宣传中
不得宣传医疗作用不得宣传医疗作用。。对于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备案的对于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备案的
产品产品，，宣称宣称““药妆药妆”“”“医学护肤品医学护肤品””等等““药妆品药妆品””概念的概念的，，属属
于违法行为于违法行为。。

问问：：不少化妆品都宣称含不少化妆品都宣称含““美丽因子美丽因子””，，可信吗可信吗？？
主持人主持人：：““美丽因子美丽因子””，，也就是也就是EGFEGF，，又称皮肤再生又称皮肤再生

因子因子，，作为细胞生物制剂作为细胞生物制剂，，EGFEGF的抗衰老的抗衰老、、祛痘印等功祛痘印等功
效效，，都源于它能促进表皮组织上多种细胞生长作用都源于它能促进表皮组织上多种细胞生长作用。。

由于分子量较大由于分子量较大，，EGFEGF 在正常皮肤屏障条件下较在正常皮肤屏障条件下较
难被吸收难被吸收，，一旦皮肤屏障功能不全一旦皮肤屏障功能不全，，可能会引发其他潜可能会引发其他潜
在安全性问题在安全性问题。。在配方中添加或者产品宣称含有在配方中添加或者产品宣称含有EGFEGF
的的，，均属于违法产品均属于违法产品。。

问问：：化妆品原料中的添加化妆品原料中的添加成分成分，，是否需要在产品标是否需要在产品标
签上签上标注标注？？

主持人主持人：：根据国家标准根据国家标准《《消费品使用说明化妆品通消费品使用说明化妆品通
用标签用标签》（》（GBGB52965296..33--20082008），），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可视面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可视面
上应真实地标注化妆品全部成分的名称上应真实地标注化妆品全部成分的名称。。

化妆品成分是指生产过程中有目的的添加到产品化妆品成分是指生产过程中有目的的添加到产品
配方中配方中，，并在最终产品中起到一定作用的成分并在最终产品中起到一定作用的成分。。为了保为了保
证化妆品原料质量而在原料中添加的微量稳定剂证化妆品原料质量而在原料中添加的微量稳定剂、、防腐防腐
剂剂、、抗氧剂等成分抗氧剂等成分，，虽然在产品配方中应当填报虽然在产品配方中应当填报，，但不属但不属
于化妆品成分范畴于化妆品成分范畴，，可以不在产品标签上标注可以不在产品标签上标注。。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吉蕾蕾吉蕾蕾））

警惕化妆品“美丽骗局”

360安全大脑和360猎网平台日前发布的《2018年网
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猎网平台共收到有效诈
骗举报21703例，举报总金额超过3.9亿元，人均损失24476
元，创近5年新高，较2017年人均损失增幅达69.8%。

“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您的快递丢了，我们将双倍补
偿”“您的账户涉嫌洗钱”等网络诈骗套路已为人们所熟
悉。然而，随着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区块链、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网络诈骗也在不断更新技
能、蹭新热点。比如，近期ofo押金退款难成为社会热点，
于是就有骗子利用用户急于退押金心理，通过假网站、假人
工客服等方式行骗。

年轻人始终是网络诈骗的主要受害群体。数据显示，
2014年至2018年，“90后”人群连续5年成为最大受害群
体，但整体呈下降趋势，“80后”则是第二大受害群体。一
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群体频繁接触互联网，容易接受新生事
物，且具有良好的经济能力。

如今，经济能力逐渐增强的“00后”正在成为网络诈骗
的“新目标”。在猎网平台收到的网络诈骗举报中，“00后”
受骗群体从2014年的0.7%迅速增至15.8%，近5年年复合
增长率高达87%，增长趋势迅猛。

钓鱼网站是网络诈骗的主要工具，超过半数的网络诈
骗会利用钓鱼网站作案。在钓鱼网站模仿类型排行榜中，
境外彩票类钓鱼网站一直名列前茅，近 3 年均为第一名。
数据显示，2018年猎网平台共接到赌博博彩类网络诈骗举
报1966起，人均损失65861元，仅次于金融理财类诈骗，是
人均损失额第二大网络诈骗类型。

“境外彩票钓鱼网站的服务器开设在境外，境外对网站
注册的审核机制较为宽松，同时钓鱼网站的受害者及相关
法律诉讼也大多在国外，客观上为不法分子逃避法律监管
提供了便利，也给相关部门监管工作造成了一定障碍。”
360安全专家解释说。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支付宝成为钓鱼网站最爱模
仿的对象之一。比如，有大量“退款诈骗”利用“假支付宝”
行骗，骗子会谎称用户网购商品丢失，以可为用户提供“双
倍赔偿”为诱饵，诱导用户登录“假支付宝网站”行骗。与此
相对应的是，模仿银行的钓鱼网站数量正呈现整体下滑趋
势。其中，模仿中国工商银行的钓鱼网站数量占比已从
2014年的13%下降到2018年的2.5%，模仿其他银行的钓
鱼网站数量下降更快。

新春佳节将至，订机票诈骗、红包骗局、信用卡提现诈
骗等成为这一时期高发的网络诈骗。360安全专家表示，
要保护好个人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平台账号
等私人敏感信息。网上支付账户应设置支付限额，支付密
码与取款密码要有区别。对不明来历的短信、微信、验证码
链接不点、不收、不回复。对自行发起的转账和支付短信，
一定要分辨清楚。

1月17日，记者从全国税务工作会
议获悉，2018年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

（已扣减出口退税）137967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9.5%。同时，超额完成全
年减税目标，仅降低增值税税率就减税
约2700亿元。

根据会议部署，各级税务机关要把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作为
2019年税收工作的主题，进一步减轻企
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经济
增长。

“两降一升”体现减税成效

2018年，全国税务系统深入推进国
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圆满完成税收收
入任务和减税目标，进一步优化了税收
营商环境，完善税制体系。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税收收入任
务和减税目标圆满完成。2018年，税务
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
137967亿元，比2017年增长9.5%，全国
共 办 理 出 口 退 税 15014 亿 元 ，增 长
9.7%。

“同时，全国税务系统不折不扣坚决
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减税政策，
超额完成全年减税目标，有效缓解了企
业生产经营困难，有力支持了‘六稳’工
作的推进。”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说。

据统计，2018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的
增值税三项改革平稳有序推进，5 月份
至12月份降低增值税税率减税约2700
亿元，制造业减税占35%；统一小规模纳
税人标准惠及 50 万户纳税人，减税约
80亿元；办理留抵退税1148亿元。

个人所得税改革备受关注。自
2018年10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第一步
改革施行 3 个月，减税约 1000 亿元，
7000 多万个税纳税人的工薪所得无需
再缴税；新出台的支持创新创业税收优
惠政策减税约500亿元。

“落实减税政策认真高效，体现为
‘两降一升’：税收增速逐步下降，由前4
个月的 16.8%回落到后 8 个月的 5.2%，
减税效应持续显现，纳税人投诉量下降
11%，纳税人获得感进一步提升。”王
军说。

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018年，全国税务部门连续第5年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制定进一步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5年行动方案和深化

“放管服”改革五年工作方案，共计出台
120条具体措施。

各级税务机关下大力气破解企业
“注销难”问题。统计显示，2018 年 10
月份至 12 月份，超过 88 万户纳税人享
受了税务注销“免办”和“即办”服务。

此外，小规模纳税人自开票试点和
取消发票认证范围“双扩大”惠及1100
万纳税人；电子发票开具份数首次超过

纸质发票，便利了纳税人和消费者。认
真落实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税率政策，提
高退税服务水平，审核办理正常退税时
间平均由13天缩短至9.7天。

第三方机构开展的纳税人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2018 年纳税人满意度得分
84.82分，比上次调查提高了1.21分；世界
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我国纳税指标排名比上年提升了16位。

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全
面展开。“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力度规
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前
所未有。”王军说。

据悉，各级税务机关均成立了改革
工作小组和改革办，层层派驻3477个联
络（督导）组，税务总局相继下发36份联
络督导清单对350项工作任务作出具体
部署，统一制作了420份指导性意见、基
本原则乃至操作模板等，编制了涵盖近
700 个具体改革事项的总台账，挂图作
战、对表推进，确保改革平稳有序开展。

“全国省市县乡近 2.3 万个新税务
局（分局、所）逐级统一顺利挂牌，各级税
务局和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事业单位得
到较大幅度精简，优化了机构设置和职
能职责，初步构建起优化高效统一的税
收征管体系，切实增强了纳税人和缴费
人获得感。”王军表示。

落实减税降费是硬任务

当前，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更

加凸显，税收社会共治的基础越发坚实，
给新税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
时，新税务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税制
改革任务越来越重，征管服务方式优化
迫在眉睫。

“2019 年，全国税务系统要突出确
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这个主
题，聚焦圆满完成预算确定的税费收入
任务这一目标，把牢统筹推进优化税收
执法方式与健全税务监管体系这条主
线，巩固扩大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成
果，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税务干部队伍，开
启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新征
程。”王军表示。

会议明确，各级税务机关要把确保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作为今年税
收工作的主题，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减
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经
济增长。

“要牢固树立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是
硬任务的理念，深入开展减税降费政策
宣传解读，采取更加有效的服务举措便
利纳税人享受优惠，进一步扩大纳税资
料备案改留存备查范围、申报即享受优
惠等举措，做到该简化的程序简化，能精
简的资料精简，努力使应享受优惠的每
一名纳税人和缴费人都能便捷享受。”王
军说。

记者了解到，税务总局已经成立了
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各
地也成立领导小组，对减税降费落实情
况实行层层负责制，确保落地、落细、

落实。
“各地税务机关要确保完成预算确

定的税费收入任务，积极参与税费预算
编制和调整，认真做好减税降费规模测
算等工作。”王军强调，要进一步牢固树
立收入任务观，税费收入预算一旦确定，
就要不折不扣坚决完成，确保国家税费
收入安全，同时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收“过
头税费”，做到依法规范征税收费。

此外，2019 年税务部门将以“新税
务 新服务”为主题，连续第 6 年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再集成推出系列
便民办税服务措施。

“各级税务机关要不断优化税收执
法方式，坚决防止简单粗暴执法，坚决防
止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执法；要进一
步加强税收风险管理，既提高风险防范
的精准性，又减少对纳税人不必要的干
扰。”王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