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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正式实施7个多月——

3800亿元社保降费给企业添动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自5月1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正式实施以来，社保已连续7个多月降费，全年社保降费有望

超3800亿元。社保降费一方面减轻了企业负担，另一方面增强了企业引进人才和加大技术研发力度的信心。

同时，企业参保积极性提高，社保“蛋糕”进一步做大，形成了企业发展和社会保险制度加快完善的良性循环

格局——

本版编辑 杜 铭 郭存举

各地要想在冬季旅游各地要想在冬季旅游

市场分得更大一杯羹市场分得更大一杯羹，，最最

需要加强冬季游新产品需要加强冬季游新产品、、

新业态开发新业态开发，，满足消费者满足消费者

多元化需求多元化需求

冬季游火起来还要靠产品
本报记者 张 雪

自今年5月1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综合方案》正式实施以来，社保已连续7
个多月降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底，企业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减费总额 2725
亿元。从目前实际进展情况看，全年社
保降费有望超3800亿元。

社保降费了，企业感受如何？省下
来的钱花在哪儿？近日，记者走访调研
了新疆、辽宁两地共11家企业。

带来满满获得感

社保费率虽然只是降了几个点，可
对用工大户来说，却产生了巨大“蝴蝶效
应”。新疆广汇集团人力资源副总监孙
凌云介绍，该集团目前共有10.8万名员
工，随着5月份社保缴费比例下调，当月
养老保险缴费平均降幅达到10.48%，预
计全年直接减负8518万元。

“按照我们每引进 1 名高层次人才
给予其80万元年薪估算，此次减负可以
让集团再多引进 100 名高层次人才；如
果用于招聘普通员工，按照每人每年6.5
万元薪资估算，可以多解决1300余人就
业。”孙凌云说。

不仅是大企业对减负有明显感受，
小微企业也有满满的获得感。

今年 6 月份，26 岁的新疆小伙马星
返乡创业，创立了新疆首家国际艺术中
心和当代画廊——高台当代艺术中心。
11 月 26 日，当记者走进该中心时，马星
正忙着为 12 月份的展览布展。“作为初
创团队，每一分钱都弥足珍贵。”马星告
诉记者，目前他的创业团队共有 6 名员
工，仅养老保险缴费一项每月即可节省
1200元，一年下来就是1.5万元。

“无感智办”立竿见影

在采访中，很多企业表示，新政一方
面降低社保费率，另一方面也合理降低
了社保基数。企业享受到了政策“精准
滴灌”，减负效果立竿见影。

数据显示，10月份新疆企业养老保
险降费 4.65 亿元，今年前 9 个月累计为
企业降费31.12亿元。5月份至10月份，
通过降低社保费率和调整缴费基数，辽
宁省养老保险共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79.3亿元，预计全年减负109.1亿元。

对企业来说，社保降费带来的不仅
是经济负担减轻，还有程序上的便捷。
很多企业负责人表示，社保缴费实现“无
感智办”，政府把服务工作做在前面，企
业“不知不觉”就办结了社保缴费。

大连豪森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部长聂莹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社保
降费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社保经办工作

并无影响。“缴费程序跟过去一样，金保
工程信息系统已自动调整了参数，我们
只需按照新的缴费额度直接划转资金即
可，不用额外办理任何手续，足不出户就
能完成缴费全过程。”聂莹说。

经办机构多服务，参保企业才能少
跑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保险管
理局，记者看到了一份份打印好的社保
单位征集计划单，上面记录着企业每月
缴费基数总额、缴费人数、个人缴费金额
等，还特意注明了该单位降费前应缴费
用和降费后实际缴纳费用，并计算出当
月减负金额，让企业一目了然。

经办顺畅，在于机制到位。“依托金
保工程，新疆建成了统一的社会保险信
息化平台。所有降费政策全部通过该平
台统一调整参数、统一设定流程、统一规
范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社厅养老
保险处调研员孙战学介绍。

引智研发信心增

社保降费能带来哪些影响？在采访
中，记者从企业引才计划、生产现场、职
工中都能找到答案。

随着用工成本降低，今年前 10 个
月，广汇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共解决1.4万
余人就业；其中在新疆引进高层次人才
100余人，招聘员工近3000人。“对降费
节省下来的资金，我们更多用于引进人
才，从而对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必
要的人才基础。”孙凌云说。

在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数名工程师正忙着调试新研发的
机器人。“降费带来的政策红利，让新松
有更多资金搞研发。我们在前两年研发
投入年复合增长 20%基础上，今年继续
加大在工业软件和半导体产业投入。”该
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苏晓东说。

“今年社保降费可为我们节约 40 万
元；预计未来两三年内，社保降费将为公司
节约 200 万元左右，这些资金都将投入高
科技研发；同时，也鼓舞了我们放开手脚引
进高级人才。”沈阳创新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李建平表示。

从“一带一路”建设到振兴实体经济，
从稳定就业岗位到激发民企活力……社保
降费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
的实招、硬招。

近年来，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积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电力和
能源建设。“今年全年，社保降费预计为我
们降低人力成本约2760万元，有利于促进
企业引进优秀人才，助推转型发展。”该公
司人力资源总监李丹表示。

“社保降费政策的实施，释放了我国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信号。产品价格和
性能方面的优势，有利于我们参与海外市
场竞争，增强了我们实施市场和用户扩增
计划的决心。”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登奎说。

减费簿上“添一笔”，发展信心“加一
分”。沈阳鼓风机集团预计全年社保降费
1200 万元，将全部投入产品研发；贝尔卡
特沈阳精密钢制品有限公司将节约资金用
于校企合作定向班学生的奖学金及助学金
发放；大连红星美凯龙有限公司将社保降
费用于提升员工薪酬……一系列降费红
利，正转化为振兴经济的发展动力。

社保“蛋糕”做大了

社保降费会影响养老金发放吗？记者

了解到，随着社保降费工作推进，企业负担
减轻，企业为职工参保积极性大大提高。

“今年以来，新疆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大幅增加，抚养比从 2.8∶1 提高到 3∶1。
在执行大幅降费政策后，养老保险基金当
期收支仍保持净增长，累计结余稳步增
加。”孙战学说。

另一方面，许多未参保人员纳入社会
保险制度，做大了社会保险“蛋糕”。今年
前 10 个月，辽宁全省新增在职参保人员
54.7万，缴费率80.5%，较上年同期增加5.4
个百分点。参保人数增加，带来基金收入
相应增加，形成了企业发展和社会保险制
度加快完善的良性循环格局。

“大连市调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政策，
标准从原来的7299元降低到4801元。个
人缴费门槛降低，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
增添了动能。”辽宁省大连市人社局养老保
险处处长关琪瑜说。

当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
行总体平稳。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国基本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
收入 4.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总支出
3.91万亿元，同比增长13.1%，累计结余达
6.72万亿元。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基金中央调剂力
度，帮助困难省份确保发放，保持待遇平稳
衔接，确保不因养老金基数调整影响职工
待遇。”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说。

景区门票降价了！冬季是传统旅游淡季，
许多景区为了增加人气，最近推出了不少门票
优惠政策。比如，武当山景区从 11 月 1 日起
执行淡季票价，进山门票由130元/人降至65
元/人；莫高窟景区也宣布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将执行长达4个月；大连棒棰岛景区也向游客
免费开放……

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战冬梅表示，淡季门
票降价是刺激消费的常用手段，再加上相关政
策引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吸引游客的目
的。有统计显示，去年西藏推出了景区门票免
费、降价等冬游西藏系列优惠活动，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2018年1月份和2月份累计接待游
客77.5万人次，同比增长45.9%。

受天气等因素影响，春节前一段时间往往
是旅游市场“低谷”。除了景区门票优惠，占
旅游消费支出大头的酒店、交通等也常常有打
折活动，对于消费者来说，不失为一个错峰出
游“捡便宜”的好时机。北京游客朱明熙不久
前去云南旅游了一周，“我一直关注旅游信
息，现在不仅价格实惠，景区人也少，请上几
天年假避开春节出游高峰，体验感不错。”

不久前，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发展
冬季旅游三年行动计划，宣称将实施“123计
划”和“六大行动”，近期还将推出9项冬季
旅游活动、8条冬季旅游精品线路、30个冬季
旅游重点投资项目。山东省则宣布从今年 11
月初至2020 年2月底举办“冬游齐鲁·好客
山东惠民季”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发系列冬
游产品，并推出节事活动，出台一批惠民政策
和措施。

专家表示，长期以来，冬季并非传统旅游
旺季，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观念转变，很多
人现在都愿意把“猫冬”变成旅游出行。以
往，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冬季旅游产品并不丰
富，主要品类无非“冰雪游”和“避寒游”
等。可喜的是，这两年越来越多地方开始发力
冬季旅游市场。

冬季旅游如何“火”一把？战冬梅建议，
各地要想在冬季旅游市场分得更大一杯羹，最
需要加强冬季游新产品、新业态开发，比如有
冬季特色的夜间游、将文旅结合的民俗游等，
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便利群众出行 助力脱贫攻坚

三条高铁今开通运营

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导致今年前10个月同比增速下降——

制造业利用外资未发生趋势性变化
本报记者 冯其予

日前，商务部公布了今年前 10 个月
利用外资情况。有分析认为，与去年同期
相比，制造业领域利用外资下降较明显，
这也引发了“制造业对外资吸引力下降”
的担忧。对此，多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
指出，今年前 10 个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下降并非趋势性变化。

“今年前 10 个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下降，主要受偶然性因素影响，并
不是趋势性变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日前在回应有关问题时指出，去年8月
份至10月份多个外资制造业大项目集中
到资，导致去年前 10 个月基数较高。今
年前7个月，我国制造业吸收外资同比保
持平稳增长。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郝红梅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也指
出，去年同期多个外资制造业大项目集中
到资，导致基数较高。

“当前，少数东部沿海外向型、附加值
较低的外商投资企业出现转移生产环节
的现象，这是市场机制作用引起的正常企
业经营行为。”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
指出，总体上看，我国没有出现大规模外
资撤离情况。从一些外国商协会有关调
查报告看，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以我国国
内市场为目标市场，具有较强投资信心。

当前，我国制造业吸收外资向高质
量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今年1月份至
10月份，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资同
比增长5.5%，占制造业利用外资比重达
到了 38.9%，占比增长 5 个百分点。”高
峰表示，外资制造业大项目正加速在中
国落地。

“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
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
使用外资都有较快增长。”郝红梅表示，外
资制造业大项目加速在中国落地，其中包
括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合肥康明斯
发动机项目、湛江德国巴斯夫项目、宁波
瑞士英力士化工项目等。

在谈到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
时，郝红梅指出，外资对东道国的信心源

自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二是政策。当前
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利用产业政策、外资审
查及监测等手段，加强对本国战略产业保
护。“近来，中国改革加速，许多扩大外资
政策接连出台，包括提高金融等领域对外
开放程度，在知识产权和高科技领域扩大
双向交流等。”郝红梅说。

郝红梅表示，我国市场广阔，40多年
对外开放奠定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良好
基础，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国内市场的
开拓余地将继续吸引外商投资。随着我
国市场准入扩大和投资环境改善，外商投
资的产业结构可能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变
化，“一是外资继续转向技术与服务领域，
二是以降低生产或经营成本为目的的‘成
本型’投资比重下降，‘市场型’投资比重

继续上升”。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形

成了“组合拳”，包括实行“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放宽市场
准入；制定全新的，以开放、服务和保护外
资为主基调的外资基础性法律；连续出台
了 4 份国务院文件，不断完善外资政策
体系。

“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吸引外
资的优势”，宗长青表示，今年以来外资工
作呈现出吸引外资规模保持平稳、外资大
项目较多以及外商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等明显特点，“比较乐观地判断，全年‘稳
外资’目标能够实现”。

“中美经贸摩擦对制造业的影响目前
是有限的。”郝红梅指出，但有两点需要警
惕，一是对就业的影响，二是对中国提升
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她表示，产能转移虽
然可暂时规避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风险，
但短期内无法实现产业链完全转移，东南
亚等国也面临着劳工甚至经贸摩擦风
险。“从政府角度而言，应尽量将经贸摩擦
对企业的冲击降到最低，要持续评估企业
所受影响，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保险
等方式，对因经贸摩擦造成经营困难的企
业给予适当补偿，争取把好企业留在国
内。”郝红梅说。

□ 今年前10个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主要受去

年前10个月基数较高影响，并非趋势性变化。

□ 今年以来外资工作呈现出吸引外资规模保持平稳、外资大项

目较多以及外商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等明显特点。全年“稳外资”目标

能够实现。

本报北京12月15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徐州至盐城高速铁路（以下简
称徐盐高铁）、连云港至镇江高速铁路连云港至淮安
段 （以下简称连镇高铁连淮段） 于12月16日开通运
营，苏北、苏中地区接入全国高铁网，江苏省13个
省辖市全部开行动车。成都至贵阳高铁（以下简称成
贵高铁） 宜宾至贵阳段于12月16日开通运营，标志
着成贵高铁全线通车，成都与贵阳两个省会城市最快
2小时58分可达。

据悉，徐盐高铁、连镇高铁连淮段位于江苏省中
北部。徐盐高铁西起京沪高铁徐州东站，向东经宿
迁、淮安，终至盐城市，线路全长313公里，设计时
速250公里，设徐州东、观音机场、睢宁、宿迁、泗
阳、淮安东、阜宁南、建湖、盐城等9座客运车站，
初期运营时速250公里；连镇高铁自连云港站引出，
经既有青岛至盐城铁路董集站，接入新建高速铁路线
路，向南与徐盐高铁在淮安交会，经高邮、扬州等
地，跨长江后终至镇江市，设计时速250公里，此次
开通的董集至淮安段新建线路105公里，设灌云、灌
南、涟水、淮安东等 4 座客运车站，初期运营时速
250公里。

徐盐高铁、连镇高铁连淮段贯通苏北沿海和腹
地，将有效缓解京沪高铁最繁忙的南段运输压力，极
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于加快苏北革命老区脱贫攻
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成贵高铁起于四川省成都市，途经眉山市、乐山
市、宜宾市，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镇雄县，以及贵
州省毕节市，终至贵阳市，线路全长648公里，设计
时速250公里。其中，成都至乐山段已于2014年底
开通运营，乐山至宜宾段已于今年6月份开通运营。
此次开通的宜宾至贵阳段全长372公里，设宜宾西、
长宁、兴文、威信、镇雄、毕节、大方、黔西、清镇
西、白云北、贵阳东共 11 座车站，初期运营时速
250公里。

成贵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兰州
（西宁） 至广州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贵高铁的全
线开通运营，将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畅通我
国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联系，加快沿线旅游和矿产资
源开发，对助力脱贫攻坚、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
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