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財經委首會　強調打好「三大攻堅戰」

據香港商報 4 月 3 日報導，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習

近平 2 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研究打好三大攻堅戰

的思路和舉措，研究審定《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規則》。

習近平強調，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全局、人民財

產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精準脫貧攻堅戰已取得

階段性進展，只能打贏打好。環境問題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能否得到人民認可的一個關鍵，要堅決打好打勝這場攻堅戰。

會議分別聽取了「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關於打好防範化解重

大風險攻堅戰的思路和舉措的匯報，國務院扶貧辦關於打好精準脫貧攻堅

戰的思路和舉措的匯報，生態環境部關於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的思路和舉

措的匯報。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規則》，強調要加強黨

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好經濟領域重大工作。

博鰲亞洲論壇4月8日至11日舉行

據人民網 4 月 10 日報導，博鰲亞洲論壇 2018 年年會於 4 月 8 日至

11 日舉行，主題是「開放創新的亞洲，繁榮發展的世界」。奧地利總統范

德貝倫、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蒙古國總理呼日勒蘇赫、荷蘭首相呂特、巴

基斯坦總理阿巴西、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等國家和地區領導人、國際組織負責人以及政界、

工商界人士、專家學者等 2,000 多人參加。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題為《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

未來》的主旨演講並宣布中國大陸決定在擴大開放方面採取以下的重大舉

措。

第一，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確保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

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

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大陸業務範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

盡快放寬汽車行業等制造業外資股比限制。

第二，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增強

透明度，強化產權保護。今年上半年將完成修訂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工作，

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第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完善執法力量，

把違法成本顯著提上去。保護在大陸的外資企業合法知識產權，希望外國

政府加強對中國大陸知識產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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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主動擴大進口。今年將相當幅度降

低汽車進口關稅，同時降低部分其他產品進口關

稅，加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進

程。希望已開發國家對正常合理的高技術產品貿

易停止人為設限，放寬對中國大陸高技術產品出

口管制。

易綱會鮑威爾　誓言擴大開放

據經濟日報 4 月 22 日報導，大陸央行行長

易綱當地時間 20 日在美國會見聯準會（Fed）主

席鮑威爾，雙方就中美經濟金融形勢、貨幣政策

等議題交換意見。此次會見也是兩人首次以美中

兩國央行總裁身分會晤。

澎湃新聞網報導，易綱是在美國華盛頓出

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春季例會會議期間會見鮑威爾。易綱在美

國也密集會見烏克蘭、蘇格蘭、阿根廷、瑞士、

蘇利南等國家和地區的央行總裁，以及新加坡副

總理尚達曼等人，與他們就國際經濟形勢、金融

合作、20 國集團、加密貨幣等議題進行交談；

特別是金融合作，博鰲亞洲論壇期間，中國大陸

宣佈擴大對外開放的一系列措施，大幅放寬包括

金融業在內的市場准入。當前金融業對外開放、

擴大金融合作成為大陸央行的一大工作重點。

大陸央行宣布自 4 月 25 日起下調大型商業

銀行、股份制商銀、城市、農村商銀、和外資銀

行的人民幣存款準備率 1 個百分點。雖然人行強

調本次創新型降準並不改變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取向，但市場解讀，本次降準置換中期借貸便利

（MLF），可以理解為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開端，

下階段降準仍有空間。

四大措施　支援農業結構調整

據經濟參考報 4 月 4 日報導，大陸農業農

村部、財政部 3 日發佈 2018 年財政重點強農惠

農政策。據悉，本次公布的政策主要包括農民直

博鼇亞洲論壇 2018 年年會中，圍繞「開放創新的亞洲，繁榮發展的世界」這一主題，來自各地政、商、學界的代表暢議亞洲乃至全球的未來。

圖／東方 IC

23

大陸經貿消息

  May 2018, No. 317



接補貼、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支援農業

結構調整、支援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支援綠色高

效技術推廣服務、支援農業資源生態保護和麵源

污染防治、支持農業防災救災、大縣獎勵政策等

8 大類 37 小類措施。

其中，在支援農業結構調整方面，提出了

四項措施。一是中央財政支持耕地輪作休耕制

度試點規模擴大到 2,400 萬畝，加上地方自主

開展的 600 萬畝，達到 3,000 萬畝。中央財政

對開展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的農戶和新型經

營主體給予補助。二是糧改飼規模擴大到 1,200

萬畝，在河北、山西等 17 個省（區）實施。三

是在河北、山西等 13 個省（區）實施，支持飼

草生產合作社、飼草生產加工企業、奶牛養殖企

業（場）和奶農合作社集中連片種植高產優質苜

蓿。四是圍繞具有區域優勢、地方特色的農業主

導產業，著力發展優勢特色主導產業帶和重點生

產區域等。

大陸海關發布 

《2017年中國海關智慧財產權保護狀況》

據新華網 4 月 24 日報導，海關總署 24 日

發佈的《2017 年中國海關智慧財產權保護狀況》

顯示，大陸海關去年採取智慧財產權保護措施

2.25 萬餘次，實際扣留進出境侵權嫌疑貨物 1.91

萬餘批，涉及貨物 4,094 萬餘件。

據悉，海關扣留的貨物涉及的智慧財產權

類型包括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和與著作

權有關的權利等，其中，涉及侵犯商標專用權

的貨物占侵權嫌疑總量的 98.48%，涉及專利權

保護的貨物案值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同比增長

41.2%。

東部沿海地區是海關打擊侵權的主戰場，其

中上海、深圳、寧波、廈門、杭州、天津、黃埔、

南京等海關合計查處 3,920 餘萬件，約占總量的

96%；從侵權嫌疑商品種類看，以五金機械、煙

草類為主，藥品、其他機電類、服裝的數量呈下

降趨勢。

2017年中國大陸對美投資下降36％

據香港商報 4 月 11 日報導，「美中關係全

國委員會」和經濟諮詢機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早在今（2018）年

中美貿易緊張之前，中國大陸企業和投資者在美

國的收購活動就已經放緩，去年大陸對美投資額

降至 294 億美元，而上年則為創紀錄的 462 億

美元。過去 20 年，大陸對美投資大部分都在增

長，但去年中國大陸對美投資去年下降了 36%。

這份報告將投資下降歸因於兩大因素，並

指出這兩大因素都受政治風向而不是市場力量驅

動。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大陸政府實施資本管控，

限制資金轉至境外。第二個因素是美國政府從歐

巴馬時期開始加強對來自中國大陸投資的審查，

這種趨勢在川普任上進一步加強。報告稱，中國

大陸對美投資規模仍相對較小，尤其是與歐洲國

家相比。根據國際投資組織的數據，2016 年，

從美國累計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來看，中國

大陸排在第 11 位。

大陸國務院進一步減少涉企收費

據香港商報 4 月 5 日報導，大陸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 4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

進一步減少涉企收費；聽取寬帶網絡提速降費工

作匯報，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和信息消費；確定支

持留學回國人員創業創新措施，更大力度吸引人

才。

會議決議包括：一是將階段性降低企業職工

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失業保險及工傷保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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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率政策期限延長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符

合條件的地區可從今年 5 月 1 日起再下調工傷

保險費率 20% 或 50%。將階段性降低企業住房

公積金繳存比例政策期限延長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二是完善工程建設領域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制

度，在房屋建築和市政設施工程中推廣使用銀行

保函。

三是將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徵收標準在去

年已降低 25% 的基礎上，從 7 月 1 日起按原標

準再降低 25%。從 4 月 1 日起，停徵首次申領

居民身份證工本費。8 月 1 日起停徵專利登記費

等收費，延長專利年費減繳期限。

四是將企業繳納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標準上

限從不超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 3 倍降至不超過 2

倍。

五是清理規範物流、能源等收費。確保一般

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 10%。加快合併貨運車輛年

檢年審，推動降低港口、高速公路、天然氣輸配

等收費。

2017年大陸申請國際專利　全球第二

據香港商報 3 月 23 日報導，世界知識產

權組織當地時間 21 日在日內瓦發布報告顯示，

22017 年大陸申請國際專利為全球第二，僅次於

美國。

報告分析了 2017 年全球各國和企業申請者

使用該組織服務的情況。數據顯示，去年大陸已

成為《專利合作條約》框架下國際專利申請的第

二大來源國，提交專利申請量達 4.89 萬件，其

次是日本，數量達 4.82 萬件。而美國仍高居榜

首，申請數量達 5.66 萬件。

報告顯示，中國大陸是唯一申請量年增長率

達到兩位數的國家，自 2003 年以來每年增長率

都高於 10%。此外，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的華

為和中興分別以 4,024 件和 2,965 件國際專利佔

據公司申請量排行榜前兩名，緊隨其後的是美國

英特爾公司（2,637 件）、日本三菱公司（2,521

件）和美國高通公司（2,163 件）。上榜的前 10

家公司有 7 家來自亞洲，2 家來自美國，1 家來

自歐洲。

消費支出對大陸經濟增長貢獻率為58.5%

據香港商報 4 月 11 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

局表示，據統計 2008 ～ 2017 年，內需對中國

大陸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 105.7%，超過

100%。

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月，中國大陸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 61,082 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 9.7%，比去年同期提高 0.2 個百分點。

其中，實物商品消費升級趨勢明顯。汽車消

費升級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加快的主要因

素。實物消費之外，服務消費規模也持續擴大。

增值稅稅率5月起調降 

據香港商報 4 月 5 日報導，大陸財政部、

稅務總局 4 日共同發布了《關於調整增值稅稅率

的通知》（下簡稱《通知》），明確下調增值稅

同時調整相應進出口退稅等。《通知》所規定調

整的增值稅稅率將於今年 5 月 1 日起實施。

《通知》規定，自 5 月 1 日起，納稅人發生

增值稅應稅銷售行為或者進口貨物，原適用 17%

和 11% 稅率的，稅率分別調整為 16%、10%。

納稅人購進農產品，原適用 11% 扣除率的，扣

除率調整為 10%。納稅人購進用於生產銷售或委

託加工 16% 稅率貨物的農產品，按照 12% 的扣

除率計算進項稅額。

《通知》還規定，原適用 17% 稅率且出口

大陸經貿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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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率為 17% 的出口貨物，出口退稅率調整至

16%。原適用 11% 稅率且出口退稅率為 11% 的

出口貨物、跨境應稅行為，出口退稅率調整至

10%。

外貿企業7月31日前出口的本條所涉貨物、

銷售的本條所涉跨境應稅行為，購進時已按調整

前稅率徵收增值稅的，執行調整前的出口退稅

率；購進時已按調整後稅率徵收增值稅的，執行

調整後的出口退稅率。生產企業 7 月 31 日前出

口的本條所涉貨物、銷售的本條所涉跨境應稅行

為，執行調整前的出口退稅率。

多地社保基數上調逾6%

據經濟參考報 4 月 11 日報導，蘇州、太倉、

天津、上海等多地調整社保繳費基數上下限，上

調幅度在 6.5% 至 12% 之間。對於大多數企業和

個人來說，實際繳費負擔並未明顯加重。

以天津和上海為例，天津市將用人單位和職

工繳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

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費基數最低和最高標準，

由 2017 年的 3,159 元和 15,795 元分別上調為

3,364 元和 16,821 元，上調幅度約 6.5%。

上海市 2018 年度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上、下

限分別調整為 21,396 元和 4,279 元，相比 2017

年的 19,512 元和 3,902 元的標準，上調幅度約

10%。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張

盈華表示，調整繳費基數上下限，是因為社會平

均工資發生變化。按照制度安排，繳費基數上下

限是按社會平均工資的 300% 和 60%（有的地方

低於 60%）設置，社會平均工資上升，繳費基數

上下限自然上調。

人行：ICO平台、比特幣交易已退出中國大陸

據工商時報 4 月 24 日報導，去年初起，大

陸政府對國內所有虛擬貨幣交易所進行清查，隨

後進行強制關閉。大陸央行 23 日表示，目前清

查出的 ICO（數位貨幣首次公開募資）平台和比

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已經「無風險」退出

大陸市場。

華爾街見聞報導，大陸銀保監會昨召開處置

非法集資部級聯席會議，人行、證監會、最高人

民法院等 11 部委相關負責人出席。人行表示，

對涉嫌非法集資的「虛擬貨幣」相關行為進行嚴

厲打擊，針對涉嫌非法集資、非法證券活動的

ICO 和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會同相關部

門及時發佈公告，明確態度、警示風險，並部署

各地展開整治，目前，全大陸清查出的 ICO 平台

和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已基本實現無風險

退出。

大陸宣布海南經濟特區建設為自由貿易港

據第一財經 4 月 16 日報導，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於 13 日指出，海南地理位置獨特，擁

有大陸最好的生態環境，同時又是相對獨立的地

理單元，具有成為全大陸改革開放試驗田的獨特

優勢。14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

正式對外發布，列出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時間

表：到 2020 年，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取得重要

進展，國際開放度顯著提高 ; 到 2025 年，自由

貿易港制度初步建立，營商環境達到一流水平 ;

到 2035 年，自由貿易港的制度體系和運作模式

更加成熟，營商環境躋身全球前列。

相關專家表示，海南特區係「重大戰略服務

保障區」，其核心是立足東南亞、南海和全球，

形成一個與東盟及南海各國經濟貿易對接和交流

的地方。此舉係應對印太戰略、搞活南海經濟的

戰略意圖，形成海南對台灣的競爭後發優勢，未

來海南的開放力度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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