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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三五規劃建議」

據文匯網訊及人民日報10月29日報導綜述，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

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本（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

會議中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

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會按照黨章

規定，決定遞補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劉曉凱、陳志榮、金振吉為中央委

員會委員。

《人民日報》另報導 「十三五規劃」的十個任務目標：1.保持經

濟增長，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3.調整優化產業結構，4.推動創新驅動

發展，5.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6.改革體制機制，7.推動協調發展，

8.加強生態文明建設，9.保障和改善民生，10.推進扶貧開發。其中加

強生態文明建設是首度寫入五年規劃。

大陸通常通過政府制訂的五年計劃確定經濟議程，下一個五年計劃

從2016年一直持續到2020年，將於明年3月得到大陸立法機構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的正式批准。但在提交全國人大之前，黨的領導人必須批准主

要事項。此會議期間，大陸政府已陸續明確，新五年計劃的重點是繼續轉

變增長模式，將經濟增長從依賴投資和出口，轉向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

另外，會議還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

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是繼2013年，十八屆

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之後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調整。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等嚴重違紀

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開除黨籍的處分。

大陸300多萬戶企業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
據新華社10月9日報導，大陸「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有313.58萬

戶企業因未履行公示義務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

統」是工商部門依據大陸國務院《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和《企業

資訊公示暫行條例》的規定建立的，工商部門通過公示系統，公示企業

登記註冊、備案、動產抵押登記、股權出質登記、行政處罰、抽查結果、經

營異常名錄、嚴重違法企業名單等信息；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民專業合

作社通過公示系統，按時報送年度報告資訊、即時資訊；社會公眾通過系

統查看公示資訊，發現問題後可以到工商部門要求更正或進行舉報。

大陸工商部門已公示2,154.51萬戶企業的登記備案信息，1,219.03

萬戶和1,482.49萬戶企業公示了2013、2014年度報告信息。截至8月

31日，公示即時資訊的企業297.17萬戶。工商總局將於近期印發「先

照後證」改革後監管問題的意見，將對前置審批事項目錄管理、監管職

責的進一步明確、協同監管、推進社會共治等內容提出具體要求，加強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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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出現圈地式「鬼城」現象

據法制日報10月8日報導，大陸許多城市在做

空間規劃時大多「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城市規劃的

「區域」理念，導致城市規劃貪大求全、無視長遠，

不能很好地考慮自身在更大區域範圍中的定位，結果

導致城市經濟和人口發展到一定規模後，空間受限，

「城市病」逐漸顯現。

近期北京發布的《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

報告No.8》中指出，當前許多城市規劃缺乏長期

性。以沿海某市為例，該市分別於1957年、1959

年、1964年、1974年進行了四次城市規劃的編制

工作，但這四次規劃或者沒有成文，或者雖已成

文，但沒有得到上級政府批准，加上歷史或其他原

因，規劃沒能得到及時修編完善和較好實施，使得

城市配套不完善，基礎設施嚴重滯後和不足。改

革開放以來，該市城市規劃修訂頻率更為頻繁，僅

「十二五」期間，該市就對城市總體規劃進行了三次

編制或修訂。

報告認為，城市規劃頻繁修訂與大陸當前的城鎮

化快速發展、土地財政和政府領導的頻繁變動有很大

關係。城市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口規模的不斷膨脹，

使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規模超過了城市資源、生態環

境、基礎設施等的承載能力，城市發展與人口、資源

和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人口超飽和、建築

空間擁擠、綠化面積減少、交通阻塞、城市抗災能力

差等「城市病」凸顯。「建了拆、拆了建」、「一屆

政府一個規劃」和「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的現

象非常普遍，嚴重影響發展規劃，甚至出現無序建

設、重複建設等，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對政府的公信力、城市的競爭力及市民生活都產生了

諸多的負面影響。

該報告建議，明確城市規劃的法律地位，在城市

發展中堅持規劃先行、依規建設，確保城市發展的

長期性和穩定性。按照主體功能區劃要求。推動城

市發展由產城分離、職住失衡向產城融合、職住平

衡轉型，逐步改變目前城市發展中普遍出現的「圈

地式」、「攤大餅」、「臥城」、「鬼城」等現

象。 

銀聯境外取現設限每年10萬
據海峽線上10月1日報導，大陸外匯管理局最新

要求，境內銀聯人民幣卡在境外提取現金，自明年1

月1日起，每卡每年在境外累計取現不得超過等值10

萬元人民幣，每卡每日不超過等值1萬元人民幣。

至於2015年剩下的3個月，10月1日至12月31日

期間，大陸外匯局規定，每卡境外取現累計不得超過

等值5萬元人民幣。與此同時，不同於借記卡，信用

卡因額度等原因，發卡銀行可能還會單獨設定限額，

因此，具體的取現金額還要諮詢發卡銀行。

此外，境外各個國家和地區對於ATM單筆取款的

金額限制也各有不同，具體還是要以當地ATM機提示

為準。

在新規實施前，銀聯卡在境外取現，只有一個單

日限制，而沒有年度總額的管理，即境外使用銀聯卡

在ATM上取款借記卡，單卡每日累計取款不超過1萬

元人民幣的等值外幣。

2014年大陸反避稅對稅收貢獻高達523億元
據一財網10月12日報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10月5日公布了遏制跨國企業規避全球納

稅義務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15項計

劃成果，這些成果在10月8日召開的G20財長與央行

行長會議審議中已獲通過，並將提交11月G20安塔利

亞峰會由各國領導人背書。

OECD稱，BEPS15項最終成果發布，標誌著一個

世紀以來國際稅收規則體系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全

球化為跨國企業大幅度地減少納稅提供了機遇。利用

合法手段使應稅利潤消失，或通過稅收籌劃將利潤轉

移到低稅或無稅地區，這就是所謂的稅基侵蝕和利潤

轉移。

根據已掌握的數據，OECD保守地測算出，各國

政府因BEPS行為每年損失多達2,500億美元（根據10

月9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折合人民幣約15,873億

元）稅收。

為了堵塞國際稅收規則漏洞，防止跨國企業以合

法方式通過人為籌劃向低稅或無稅地區轉移利潤，國

際稅收改革的BEPS項目於2013年正式啟動，包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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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內的61個國家共同參與該項目。

項目的15項行動計劃主要包含三方面內容，一

是保持跨境交易相關國內法規的協調一致；二是突出

強調實質經營活動並提高稅收透明度；三是提高稅收

確定性。BEPS15項行動計劃具體內容的中文版近日

在大陸稅務總局官網上公佈。

兩年來，稅務總局發布《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

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管理辦法等4個強化反避稅

管理的規章和規範性文件，並在2015年與智利新簽

署的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中加入了反協定濫用條款。

大陸深受跨國企業避稅之害，近年來也加大了打

擊國際逃避稅的力度，反避稅對稅收貢獻金額快速增

長。根據官方數據，2005年大陸反避稅對稅收貢獻

僅為4.6億元，但2014年反避稅對稅收貢獻已經高達

523億元。

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正式運行

據華爾街日報10月8日報導，大陸央行於8日宣

佈，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一期成功上線運行。

近年來大陸央行加快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

步伐。不久前才剛剛宣佈正式採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數據公佈特殊標準（SDDS），以提高宏觀經濟

統計數據的透明度、可靠性和國際可比性，此前也已正

式允許境外央行類機構進入大陸銀行間外匯市場等。

CIPS主要為境內外金融機構人民幣跨境和離岸業

務提供資金清算、結算服務，分兩期建設：一期主要

便利跨境人民幣業務處理，支持跨境貨物貿易和服務

貿易結算、跨境直接投資、跨境融資和跨境個人匯款

等業務；二期將採用更為節約流動性的混合結算方

式，提高人民幣跨境和離岸資金的清算、結算效率。

大陸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在CIPS一期上線啟動

儀式上說，CIPS一期採用即時全額結算方式處理客戶

匯款和金融機構匯款業務；按照北京時間運行，以法

定工作日為系統工作日，日間處理支付業務的時間

為9時到20時；各直接參與者一點接入，集中清算業

務，縮短清算路徑，提高清算效率；採用國際通用報

文標準，便於參與者跨境業務直通處理；為境內直接

參與者提供專線接入方式。

大陸人民銀行也發布《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業務

暫行規則》，規定參與者准入條件、帳戶管理要求和

業務處理要求等，為CIPS穩定運行奠定制度基礎。同

時，推動成立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上海）有限責任

公司，負責獨立運營CIPS，並接受人民銀行的監督和

管理。

CIPS首批直接參與機構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

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浦

發銀行、中國民生銀行、興業銀行、平安銀行、華夏

銀行，匯豐銀行（中國）、花旗銀行（中國）、渣打

銀行（中國）等19家境內中外資銀行。此外，同步

上線的間接參與者包括位於亞洲、歐洲、大洋洲、非

洲等地區的38家境內銀行和138家境外銀行。

稅務總局公布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所得稅政策

大陸稅務總局網站9月30日發布，大陸國務院擴

大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優惠範圍的決定，發布《稅務總

局關於進一步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

策的通知》（以下簡稱財稅106號文），具體規定包

括：一是規定了四個領域重點行業的企業固定資產加

速折舊政策；二是規定了四個領域重點行業小型微利

企業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的特殊政策；三是規定了企業

加速折舊優惠政策的選擇權；四是規定了政策執行起

始時間和前3季度未能享受優惠的稅務處理。

在具體認定四個領域重點行業的企業時，使用收

入指標來界定，即四個領域重點行業的企業是指以輕

工、紡織、機械、汽車四個領域行業為主營業務，固

定資產投入使用當年的主營業務收入占收入總額比例

超過50%（不含）的，可享受加速折舊政策。

另鑒於小型微利企業在就業創業等方面的特殊作

用，同時考慮到其儀器設備研發和生產經營共用的特

殊情況，這次政策對四個領域重點行業小微企業實行

特殊優惠政策。

大陸前三季日增企業萬戶

據一財網10月14日報導，工商總局、稅務總

局、質檢總局相關負責人於10月12日接受新華社記

者採訪時指出，大陸自10月1日起施行「三證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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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後，目前，大陸已完成了登

記業務系統的改造、升級、對接及工商、稅務、質檢

等部門的資訊共用。

依據大陸工商總局的數據顯示，截至9月30日，

今年前三季度，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16萬戶，註冊

資本（金）709.2億元。

1∼9月，隨著各地對商事制度改革支持力度不

斷增強，政策效應進一步顯現。大陸各地新登記企業

315.9萬戶，同比增長19.3%，註冊資本（金）19.4

萬億，增長44.3%。特別是今年4月以來，新登記企

業數量連續6個月保持高位，每月新登記註冊企業數

量保持了35萬戶以上。

大陸工商總局新聞發言人于法昌在10月14日的

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工商部門將繼續放寬企業住所登

記條件限制的試點，進一步簡化企業註銷流程，優化

簡化審批流程，加大扶持政策落實力度，為小微企業

和新設立企業的發展營造更加寬鬆的政策環境。

十一黃金周出境遊人均消費

首次突破4,000元人民幣
據證券日報10月9日報導，在不含購物的情

況下，大陸長線遊人均支出為2,300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了11.2%。

今年十一月黃金周期間較去年出遊的遊客規模同

比增長了近2倍，單日出遊人數最高突破了130萬。

鄉村遊及出境遊等仍是居民出遊主流。人均支出相對

較高的出境遊和郵輪也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其中，郵

輪旅遊的出遊人數同比增長了近5倍。

在支出方面，在不含購物的情況下，大陸境內長

線遊人均支出為2,300元，同比增長了11.2%；短線

遊人均支出340元，同比增長了9.1%；出境遊的人

均支出首次突破4,000元，同比增長了8.9%。

十一期間大陸有21%的民眾跨地市出行，其中

300公里以上遠途出遊占比47%，300公里以內近郊

出遊占比53%。北京、深圳、上海、廣州、廈門等

為最喜歡出遊的城市，市民出遊人數與常住人數比達

到30%及以上。以北京為例，外地遊客數與未出遊

常住人數的比率達到了36%。

大陸發改委反壟斷罰款66億創新高
據騰訊財經10月15日報導指出，2015年以來，

發改委和省級價格主管部門共查處經營者壟斷案

件10起，合計實施經濟制裁66.05億元人民幣（下

同），遠高於去年的18億元。

發改委秘書長、發言人李樸民表示，今年以來，

發改委加大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案件的查處

力度，公佈了3起行政機關違反《反壟斷法》，濫用

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案件。

2015年最大的一筆反壟斷罰款來自於美國高

通。年初，發改委認定高通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

排除、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處以其2013年度大陸

市場銷售額8%的罰款，即60.88億元。

李樸民還表示，發改委正積極起草汽車領域反壟

斷指南，推動反壟斷工作向精細化、規範化、統一化

發展。

人社部：大陸平均退休年齡不足55歲　
全球最早

據京華時報10月15日報導，大陸人社部部長尹

蔚民指出，大陸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

平均退休年齡不到55歲。未來人社部將向社會公開

延遲退休改革方案，每年推遲幾個月，逐步推遲到合

理的退休年齡。

尹蔚民表示，大陸是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又

是一個急劇快速老齡化的國家。目前60歲以上人

口為2.1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5.5%。根據預

測，2020年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19.3%，2050年

將達到38.6%，這對養老和醫療都會帶來巨大影

響。

大陸職工養老保險的撫養比是3.04：1，到2020

年將下降到2.94：1，2050年將下降到1.3：1。老齡

化也會使醫療保險支出面臨更大壓力。

尹蔚民表示，企業養老保險待遇水準連續11年

提高，由2005年的月養老金人均700元，一直到現

在人均超過2,000元。目前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退休

年齡，除了非洲的一些國家之外，大多數國家都是

在65歲、67歲，而且都是漸進式延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