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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率从 16%降到 13%

制造业减税“红包”究竟有多大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减税降

费政策，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降成本、减负担。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制造业成为增值税

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此次减税也将为制造业减负增力，增强企业效益、活力、创新力，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源源动力

自由行、定制游、私家团快速增长

个性化出境游日渐升温
本报记者 黄 鑫

5年投资超1700亿元

粤港澳大湾区将建世界一流智能电网

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日前发
布的《2018年中国游客出境游大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
中国将继续保持全球最大出境游客源国地位，并且出境游
个性化趋势突显，自由行、定制游、私家团等增长迅速。

“定制旅游将进入市场成熟期，个性化的需求会进一步
突显。”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在过去 10年中，中
国出境游市场持续保持两位数，甚至是 20%以上的增长，
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出境
旅游已经从少数人的享受进入了大众日常生活，美好生活
和时尚感正在引领旅游的未来。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18年，我国有望实现1200亿
美元境外旅游消费,人均单次境外旅游消费将达到约5400
元，旅游业不仅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携程出境游数据显示，2018年通过携程旅游平台报名
出境跟团游、自由行、定制游的人均花费为5500元，消费者
愿意为高品质出境游付出更多成本。

携程出境游研究专家介绍说，2018 年，我国出境旅游
进入了“消费升级”阶段，旅游者不断增加支出购买更优质
的旅游产品，并从观光旅游转向深度体验。2018 年，报名
携程出境私家团的游客同比增长翻两番；携程定制出境游
需求量增长达到 150%，人均花费 7800 元；报名当地向导
的游客同比增长超过200%。

数据显示，由于兼具财富和体力，“80 后”依然是出境
游的中坚力量，占比达29%。但是，2018年“90后”开始超
越“70后”成为出游主力军，占比为18%。年轻群体特别是

“90 后”“00 后”流行“说走就走”，倾向在网上选择自由行
产品，喜好自由组合航班、酒店获得优惠价格，预订周期越
来越短，甚至在行程中预订门票、租车、一日游，推动出境游
更为个性化。

“消费升级”已成为出境游的主旋律。2018年，选择携
程四五钻级跟团游产品的用户比例高达82%，比2017年增
加2个百分点。选择三钻的比例仅为18%。携程出境游研
究专家认为，相对于以前只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进店买
买买，如今的出境游客更愿意把钱花在体验上，在吃住行游
等方面追求品质与个性化。

随着旅行保险观念日益普及加上近来旅游风险事件多
发，游客对旅游安全的关注显著增强。携程数据显示，
2018 年出境游旅游意外险投保的游客人数比例同比增长
近20%。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也催生了老年旅游市场
火爆。据统计，2018年携程跟团游用户中，60岁以上的老
年人数量增长超过50%。为此，各大旅行平台也在提升老
年人旅游的保障。比如，携程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推出覆
盖高龄人群的旅游意外险产品，承保年龄最高达到90周岁
至100周岁。

戴斌预计，2019 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出境旅游
市场将加速商业模式重构和产业格局重组。

本报讯 近日，《南方电网公司关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的重点举措》（以下简称《26 条重点举措》）在北京发
布。南方电网公司新闻发言人徐达明介绍，2018 年至
2022 年，南方电网公司在珠三角地区电网投资将超过
1700 亿元，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电网规划建设，持续
提升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到2022年基本建成安全、可靠、绿
色、高效的智能电网；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将率先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智能电网，支撑大湾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
和智慧城市群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为能源电力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也提出
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预计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用
电负荷将达到 1.3 亿千瓦，较 2018 年增长近 50%；人均用
电量超过 8300千瓦时，超过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现有水
平，其增量相当于目前港澳台三地的用电总和。同时，粤港
澳大湾区的能源需求将呈现清洁低碳水平高、安全保障要
求高、用能需求多样化等特点。

建设世界一流的智能电网，可靠的供电是关键。《26条
重点举措》提出，南方电网将持续建设完善城镇输配电网
络，目标是 2020年广州、深圳的中心城区客户年均停电时
间低于 0.5 小时，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中心城区客户年均停电时间低于1小时。

建设世界一流智能电网，将形成强大的防灾抗灾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是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南方电网将加快
构建城市保底电网，差异化开展沿海电网建设，力保在极端
自然灾害情况下城市核心区域、关键用户不停电、少停电。

建设世界一流智能电网，“智慧”用电也将成为重要特征。
当外部大电网发生故障时，微电网系统自动侦测故障并断开与
大电网连接，启用储能设备供电，整个过程不到0.05秒。

南方电网公司科技部主任唐广学介绍，该公司2018年
至2022年在大湾区电网科技研发投入将超过200亿元，聚
焦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直流输电、智能电网等关键领域和
技术方向开展科技攻关，掌握核心技术。

南方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曹志安表示，
南方电网正积极向智能电网运营商、能源产业价值链整合
商、能源生态系统服务商转型，以构建世界一流智能电网
为目标，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电网规划建设，积极
应用“云大物移智”关键技术，更好保障粤港澳三地经济
社会发展。 （易 文）

“《政府工作报告》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
降至13%，包括汽车在内的制造业迎来了重大利好。”全
国人大代表、重庆小康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张兴海刚回
到公司，便与同事们分享喜悦之情。

张兴海代表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的大幅度减税降费，令人欢欣鼓舞，比如小康集团仅
增值税税率下降一项，每年节约的费用就达 6000 万
元。“这笔节约下来的费用不会为企业所有，而是将把政
策的红利让给用户，扩大消费，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汽车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税率下调后，无论是进
口车还是国产车都有下调售价的空间。3月15日，奔驰
打响了降价第一枪。该公司表示，将贯彻“减税降费”

“让利于民”的政策，提前下调梅赛德斯-奔驰及 smart
在中国大陆全部在售车型的厂商建议零售价。

随后宝马迅速跟进，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联合宣布，即日起下调在中国
销售的汽车产品的厂家建议零售价。捷豹路虎也在同
日宣布，提前下调在华销售的捷豹和路虎品牌全系车型
厂商建议零售价。16 日晚，沃尔沃汽车也宣布下调车
价。17 日，福特旗下豪华汽车品牌林肯宣布下调全部
在售车型厂商建议零售价。

“此次捷豹品牌车型最高降幅 4.2 万元，路虎品牌
车型最高降幅 8.5 万元。”捷豹路虎中国区副总裁王燕
告诉记者，其中，路虎揽胜车型降幅超过3.3万元，捷豹
XFL最高降幅为1.5万元。

事实上，这已不是汽车业第一次因增值税下调而降
价。去年5月1日，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由17%下
调至16%，当时一众汽车品牌也迅速响应。

有关专家表示，此次情况与上次类似，相信随后还
会有其他豪华品牌也会继续跟进。不同的是，此次增值
税税率下调幅度更大，对豪华品牌终端实际售价影响自
然也会更大。

针对此次每款车“降价不是3%，而是2%左右”的疑
虑，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解释，增值税税率
降低，并不是客户误解的产品可以降价 3 个点，否则国
家出台这个政策不是给企业减税，而是增加负担。在他
看来，国家降低增值税3个点，要分解到产业链各环节，
并对增值部分带来较好的减税效应。

业内分析人士预判，豪华品牌的全线“降价”，将进一
步缩小与合资品牌的价格差距，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一
波“降价潮”。一大波B级车、A级车现在可能正赶在降
价的路上。本次降税政策落实后，有利于促进汽车消费。

“增值税是钢铁业的第一大税种。今年
要将增值税税率下调 3 个百分点，能够明显
降低钢铁业税负，受到行业企业普遍欢迎。”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冶金建材部主任
陈子琦表示，这次增值税减税力度非常大，仅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业的减税增效空间就高
达 200 亿元到 300 亿元，对于促进钢铁业以
及下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

据初步测算，增值税税率调整后，每吨钢
材税负下降空间约在 20 元至 30 元，今年仅
钢厂增值税环节减税空间就达 200 亿元至
300 亿元。此外，增值税率下降还会减少以
增值税为税基的附加税缴纳。

“增值税减税的效果立竿见影，能明显减
轻企业负担，增加钢铁行业利润空间，使钢铁

企业有更大的信心和能力提质升级。”陈子琦
表示，这几年通过“去产能”和取缔“地条钢”，
钢铁行业已走出全行业亏损的困境，目前行
业盈利水平已恢复正常，但仍面临着加快转
型升级以及实现绿色发展等艰巨任务。通过
减税，钢企效益进一步提升，将有更大的能力
推进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其中包括，加大
创新投入，更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节能
减排力度，推进超低排放改造；降杠杆、防风
险，尽快把部分钢企过高的负债率降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减税，会让钢铁行
业普遍受益，但各企业受产品结构不同等因
素影响，受益程度会有所不同。由于增值税
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
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相对于主要生产低档大路货产品的企业，主
打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的钢铁企业减税增
效空间会更大、金额更可观。可以说，大力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钢铁企业在减税中获得感更
强。

“钢铁行业增值税税率下调，还有利于激
发市场活力，带动下游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降
本增效。”陈子琦表示，钢铁作为国民经济基
础产业，其减税利好因素也会传导至机械、汽
车、家电、船舶等众多下游产业。此次减税除
了能为钢铁行业增效外，还有利于支持钢铁
企业降价让利，以拓展市场空间、提升钢铁产
品竞争力。这对于降低下游产业的采购成
本，带动更大范围的企业增活力、提效益，乃
至增强我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都是有益的。

钢铁业打开百亿元增效空间
本报记者 周 雷

汽车降价有望提振市场
本报记者 杨忠阳

“此次降低增值税可谓正逢其时，有利于进一步直
接降低光伏发电‘非技术成本’。”业内专家表示，降税将
引导行业聚焦技术创新、提质增效，早日摆脱补贴依赖，
实现平价上网，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要贡献。

光伏发电成本包括技术成本和非技术成本，从多年
来的发展情况看,光伏行业的技术成本大幅下降，但总
成本中占比高达 20%至 30%的非技术成本却并未呈现
同步下降趋势。当前，我国光伏行业正处于平价上网过
渡期，虽然标杆电价不断降低是大趋势，但光伏行业发
展依然需要可持续的政策支持。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说，从财务角
度分析，降低增值税将带来增值税附加、应收账款计提
减少，也能缓解企业流转资金的压力，从而降低企业财
务负担，这是真金白银的红利，切切实实帮助企业解决
了实际问题。去年，阳光电源营收突破 100 亿元，按照

降低3%的税率计算，每年可为他们节省一笔可观的
财务支出。晋能科技总经理杨立友同样认

为，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将推动
整个光伏产业链企业税费

负担降低和光

伏制造业成本下降，协同促进光伏发电度电成本降低。
与所有制造业一样，光伏行业近年来也面临着装备

和原材料成本上升、非技术成本居高不下的困难局面。
国家降税举措将对光伏行业产生积极影响，激发行业发
展活力。“税收成本作为非技术成本的环节之一，在行业
追求平价上网的当下，减税可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制造成
本，对加速平价上网和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有一定作用。”
苏美达集团总经理蔡济波说，减税主要可以降低在组件
生产制造环节的成本。同时，在海外市场扩张方面，可
以减轻产品的成本压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曹仁贤表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降税意味着企业
的包袱轻了，企业有了更多的经费可以投入到技术创新
和人才培养上，信心指数和内生动力强了，技术革新、产
业转型升级有了更多可能。降税不仅是单个企业眼前
的红利，更是行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红利。

“降低 3%的税收对利润越来越薄的光伏制造业起
着明显的正向作用。也意味着企业将增加利润，会有更
多资金投入技术研发中，推动光伏产业向低本高效方向
发展，早日进入平价上网阶段。”在东方日升全球市场总
监庄英宏看来，此次减税对光伏制造业非常有利。

光伏平价上网再提速
本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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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北省迁安市一家 H

形 钢 生 产 企 业 正 在 切 割

钢材。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② 吉利汽车宝鸡制造基地

的车身总拼线。 （新华社发）

③ 河北省枣强县枣强镇八里庄村“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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