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性减税降费是宏观
调控的关键性举措，是最直
接、最公平、最有效率的惠企
利民政策。今年，我国实施新
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落实
成效如何？近期，财政部对江
苏、湖北、广东、四川、云南、陕
西等地工作开展情况和政策
成效开展调研。调研结果及
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成效
显著，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
创新活力、优化经济结构、促
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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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7日发表声明称，当
天发射的小型卫星运载火箭未将搭载的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印度媒体报道称，这意味着
印度小型卫星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任务失败。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当天上午在位于印
度东南部安得拉邦斯里赫里戈达岛的萨蒂
什·达万航天中心首次发射小型卫星运载
火箭，计划将两颗小型卫星送入近地轨
道。此次发射任务的前段过程均按预期执

行，但在最后阶段出现数据丢失。印度空
间研究组织随后发表声明称，运载火箭未
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已不再可用。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7 日发布的信息显
示，印度小型卫星运载火箭可以将重达 500
公斤的有效载荷送入距地面500公里的近地
轨道。该火箭配置了简单的模块化接口，可
以在3到4天内完成组装，并在7天内完成发
射准备。 赵旭

加强协调配合，确保政策有力有
效实施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切实加快退税进度，大幅提前中型和大
型企业存量留抵退税实施时间，确保退税上
半年大头落地。截至7月20日，已有20005亿
元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超过去年全
年退税规模的3倍。

为推进留抵退税政策的高效落实，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落实
留抵退税政策三部门会商机制，加强沟通协
调。4月以来，三部门联合召开7次专题会议，
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企业留抵退税
申报、审核、拨付及时到位。

各地建立了减税降费工作组，搭建跨部
门协作机制，加强上下联动。江苏、广东等多
地通过“省财政厅—市财政局—联系点企业”
模式，建立企业定点联系机制，跟踪调研企业
享受政策情况；四川建立责任清单和任务清
单，加强统筹协调，对市县开展专题部署；重
庆创新推出“点即退”等智慧办税服务功能，
做到申请即办、高效退税。

为确保退税及时退付、“三保”（保基本民
生、保工资、保运转）足额保障，中央财政提供
坚实的财力支持，加大库款调度，并将专项资
金纳入直达资金范围，实行动态监控。截至
目前，财政部已下达 3批支持地方落实退税、
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补助 1.2 万
亿元。同时，加大过“紧日子”力度，并压实地
方责任，加快执行进度。

为更好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对国家
授权地方的事项包括“六税两费”优惠政策、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及对困难纳
税人出台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
等，地方财政部门积极按照顶格贯彻执行。
例如，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对小
微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六税两
费”按照 50%顶格减征；陕西对旅游、住宿、餐
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免征水利
建设基金；江苏免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6个行
业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全年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

既重视政策宣传，也严防严控骗
税风险

云南编制 2022年减税降费政策电子书，
湖北持续更新税收优惠政策指南，深圳专门
为税费措施开通直线电话……今年以来，各
级财政部门多平台、全方位开展宣传，解读政
策难点、回应社会热点。各地将退税减税降
费工作落实情况纳入省级政府年度暗访督查
范围，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落实政策
打折走样等行为零容忍、严追责。

为防止退税政策“红包”落入不法分子
“腰包”，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多次强调要严
密防范退税风险，严厉打击骗税行为，严肃财
经纪律。财政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地方各
级财政部门、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进一步加大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执行情况监控力度，确
保退税又稳又准，营造公平法治的税收环境。

各级财政部门持续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把风险防控嵌入退税减税办理
全流程，坚决防范并严肃查处企业“骗退税”
等扰乱财经秩序的行为。例如，四川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强化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
型动态监管机制，把防控风险贯穿退税工作
全过程；深圳重点研究落实留抵退税落实细
节，包括校验银行账号有效性、严查退税后快
速注销企业等。

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增强发
展内生动力

调研中，不少地区和企业表示，新的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对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稳定市场预期、扩大有效投资、拉动最终消
费、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特别是大规模留抵退税通过实实在在
的真金白银，直接为企业提供现金流，促进
其加快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增强发展内生
动力。

——重点惠及小微企业，微观主体活力
显著增强。

“受疫情冲击，企业一度面临经营停摆，
工人流失严重。4月初我们收到了9万余元的
退税款，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小微企业的关
怀。”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某生物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说。

“今年的留抵退税政策将小微企业作为
重点和优先安排对象，再加上对小规模纳税
人免征增值税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增强了小
微企业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有利于帮助他们
渡难关、复元气。”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
旭红说。

——制造业企业获益明显，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

调研显示，深圳上半年办理留抵退税的
六大重点行业中，制造业受惠最大，超过 200
亿元。

“实施留抵退税、加大中小微企业设备器
具所得税税前扣除力度等，有利于支持制造
业纾困发展，鼓励制造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进行设备更新，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社科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说。

——精准帮扶特殊困难行业，助力企业
恢复发展。

调研企业普遍反映，及时足额享受到留
抵退税、“六税两费”减免、税费缓缴等优惠，
切实增强了其发展信心。浙江问卷调查显
示，通过组合式税费政策支持，77.3%的企业
增强了发展预期，96.1%的企业提振了发展信
心。

财政部表示，将继续落实落细各项税费
支持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全面释放政策
红利，全力以赴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王观 曲哲涵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7个月，我国进出口
总值 23.6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
增长 10.4%。其中，出口 13.37 万亿元，增长
14.7%；进口 10.23 万亿元，增长 5.3%；贸易顺
差3.14万亿元，扩大62.1%。7月份，我国进出
口总值3.81万亿元，增长16.6%。

“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克服外部环境趋紧、疫情
短期冲击等诸多不利影响，实现了较快增长。
其中，7月当月进出口同比增长16.6%，延续了5

月份以来我国外贸增速持续回升的态势，为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了积极贡献。”海关总署新
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指出。

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的主要特点是：外贸
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比重提
升。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 3.53
万亿元、3.23万亿元和 2.93万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13.2%、8.9%和 11.8%。东盟继续为我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5%。对
东盟贸易顺差5626亿元，扩大76.4%。民营企

业进出口快速增长、比重提升。前 7个月，民
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5.3%，占我外贸总值的
50%，比去年同期提升 2.1个百分点。机电产
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增长。

从进口看，铁矿砂进口量价齐跌，原油、
煤炭、天然气和大豆等进口量减价扬。进口
机电产品下降 3.6%。其中，集成电路 3246.7
亿个，减少 11.8%，价值 1.58万亿元，增长 5%；
汽车（包括底盘）51.7 万辆，减少 16%，价值
2100.1亿元，下降2.7%。 张翼

8月7日，由中铁四局承建的引江济淮工程江淮沟通段金寨南路桥
主桥贯通。该桥跨越引江济淮工程航道，全长635米，主桥长257米，设
计为独塔斜拉桥。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我国跨流
域、跨省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 刘军喜 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5日发布的 7月
食品价格指数为 140.9点，比 6月下降 8.6%，
是该指数 3 月创下新高后连续第四个月回
落。粮农组织分析，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回落，
部分缘于俄罗斯与乌克兰7月就黑海港口农
产品外运达成协议。

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衡量一揽子食品
类商品国际价格月度变化，由谷物、植物油、
乳制品、肉类、食糖5类商品价格指数加权平
均数构成。该指数3月升至159.3点，为1990
年开始编制指数以来的最高值。

尽管与前几个月相比，7 月食品价格指
数回落幅度较大，但该指数仍比去年同期高
13.1%。

7月的全部 5个分类商品价格指数均出
现下跌，其中植物油价格指数跌幅高达
19.2%，谷物价格指数跌幅为11.5%。

粮农组织说，谷物价格指数下跌，部分缘于
国际市场对黑海运粮通道开放作出积极反应。

7月22日，俄罗斯、乌克兰就黑海港口农

产品外运事宜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相
关协议，内容包括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联合协
调中心并确保粮食运输安全，敖德萨等 3个
乌克兰港口将开始向外运出粮食和化肥等。

协议签署后，8月 1日，首艘运粮船从敖
德萨出发，前往黎巴嫩。5日，三艘运粮船从
乌克兰两个港口出发，目的地分别为英国、爱
尔兰和土耳其，共计运送5.8万余吨玉米。

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
罗说，食品价格从高位回落是好事，但关于指
数走势如何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
全球经济前景、汇率波动和化肥价格高企等。

乌克兰方面说，现有2000万吨谷物滞留
在其境内的粮仓和港口，需要尽快运出，以便
为今年的粮食收成腾出储存空间。

俄乌均为谷物出口大国。粮农组织说，
过去 3年，俄乌合计出口小麦占全球出口总
量的 30%，玉米占全球 20%。此外，乌克兰是
世界上葵花子油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俄罗斯
排名第二。 郭倩

财政部调研结果显示，组合式税费政策成效显著——

企业负担减轻 提振发展信心

7月份进出口同比增长16.6%——

我国外贸增速呈现持续回升态势

全球7月食品价格指数大幅回落

印度小型卫星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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