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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财政收入增7.2%税收增16%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记者 孙韶华）9
月 12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财政数据进
一步印证经济回暖》的报道。文章称，财政部
11 日发布财政收支数据显示，8 月全国财政收
入增长 7.2%，整体来看，前 8 月财政收入增长
9.8%，在今年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的背景下，收
入增长情况较好，这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稳中
向好，同时也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企
业盈利状况改善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与
此同时，伴随减税降费效应的进一步显现，越
来越多的企业切实感受到了
“红包”的实惠。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 27134 亿元，同比增长 37.3%。在蒋震
看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长比较快，
这说明当前经济回暖和土地出让带来的财政
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8 月财政收支数据与近期陆续发布的一
些宏观经济数据也形成呼应，共同印证经济回
暖态势。
日前，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8 月 31 日发布的中国采购
经 理 指 数 数 据 显 示 ，8 月 份 ，制 造 业 PMI 为
51.7%，为年内次高点，比 7 月上升 0.3 个百分
数据 财政收入实现增长
点，高于去年同期 1.3 个百分点，制造业总体保
财政部 1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全国一 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般公共预算收入 10652 亿元，同比增长 7.2%，
此前，财政部发布最新国企利润数据也显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106 亿元，同比 示，今年 1 至 7 月，国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
增长 6.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5546 有企业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长，利润增幅高
亿元，同比增长 8.2%。
于收入 6.6 个百分点，钢铁、有色等上年同期亏
其中，受经济运行平稳向好、价格上涨等 损的行业实现持续盈利。
因素带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
另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8 个月，我国货物
入 8907 亿元，同比增长 16%，比上半年和 7 月 贸易进出口总值 17.83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
份增幅都有所提高；受去年同月基数较高影 同期增长 17.1%。业内普遍预计，虽然 8 月单
响，8 月非税收入 1745 亿元，同比下降 22.5%。 月出口增速回落，不过全年来看，外贸进出口
从主要收入项目来看，国内增值税 3908 表现将好于去年。
亿元，同比增长 19.3%。其中，改征增值税增
展望 减税降费红利显现
长 13.6% 。 国 内 消 费 税 8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受到去年同月基数较低的影响，企业所
从单月来看，8 月财政收入增速较 7 月有
得税 801 亿元，同比增长 23.5%。受到居民收 所趋缓。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同时也是今年以
入增长及股利、股息、红利所得增加等影响，个 来大规模减税降费效应进一步显现的结果。
人所得税 868 亿元，同比增长 18.7%。
业内专家指出，今年预算安排在保持赤字率不
此外，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361 亿 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赤字规模，已经考虑到减
元，同比增长 19.1%；关税 264 亿元，同比增长 税降费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减税降
8.4%。出口退税 1042 亿元，同比增长 18.8%。 费降低了企业负担，经济主体活力增加了，经
前 8 月合计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营活动不断扩大所带来的税收收入也会增加。
121415 亿元，同比增长 9.8%。其中，中央一般
今年以来，
在降低企业税负方面，
多项新政
公共预算收入 57506 亿元，同比增长 9.3%，为 密集落地，包括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年初预算的 73.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 点政策、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
入 63909 亿元，同比增长 10.2%，为年初代编预 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放宽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条
算的 7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 件、
扩大优惠享受主体、
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
收入 103410 亿元，同比增长 11.6%；非税收入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将商业健康保险个
18005 亿元，
同比增长 0.1%。
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等。
支出层面，8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在降费方面，加大了清理涉企收费的力
出 14647 亿元，同比增长 2.9%。财政部有关负 度。具体包括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新型墙
责人指出，8 月支出增幅较低，主要是加快支 体材料专项基金；扩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
出进度，
部分支出在前期体现。
范围；取消、停征或减免环境监测服务费等 43
前 8 月 累 计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
131627 亿元，同比增长 13.1%。
伴随减税降费效应的进一步显现，越来越
多的企业切实感受到了“红包”的实惠。中国
印证 经济回暖态势明显
财政科学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大型降成本调研
业内专家指出，整体来看，前 8 月财政收 显示，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企业税费、融资、
入增长 9.8%，在今年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的背 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六大成本上升均得到
景下，收入增长应该说好于预期。这反映出我 不同程度的缓解。调研还发现，减税降费最为
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同时也是工业生产者出 立竿见影，例如，山东、黑龙江、内蒙古、河南等
厂价格上涨、企业盈利状况改善等多重因素作 省去年企业税费负担均减轻了数百亿。
用的结果。
企业轻装上阵带来的是经济活力的激发，
“从前 8 月财政收入数据来看，整体财政 多数据显现出企业升级换挡明显。国家统计局
收入状况比较理想，比上半年和 7 月份都好，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说明经济运行呈现向好态势，尤其是近期宏观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2481.2 亿元，
同比增长
经济全面回暖，煤炭等价格上涨，经济处于回 21.2%。降成本成效有所扩大：
7 月份，
工业企业
暖上升期。可以说，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的效 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费用为 93.12 元，
果正在显现。”社科院中国财经战略研究院副 同比下降 0.29 元，
比 6 月份多降 0.11 元。
利润率
研究员蒋震对记者表示。
同比进一步提高，
7 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此外，蒋震表示，数据显示出，在财政收入 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5.97%，同比提高 0.33 个
中 ，税 收 收 入 增 长 较 快 ，8 月 税 收 同 比 增 长 百分点，
增幅比6月份加大0.04个百分点。
16%，显著高于一般公共预算的增速。从三个
展望未来财政收入形势，业内专家认为，
主要税种的增势，也可以看出当前宏观经济的 当前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加，为后期经
特点，一是国内增值税增长将近 20%，增速较 济进一步稳中向好打下基础，并将对财政收入
快，和我国工业领域上行趋势密不可分。二是 的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
企业所得税增长超过 20%，说明企业利润明显 制约收入增长的因素，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可
向好。三是进出口领域，关税和出口退税分别 能有所放缓。
同比增长 8.4%和 18.8%，说明随着全球市场好
蒋震表示，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潜力
转，外需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
保持乐观，不过增长的稳定性值得关注，还需
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性基金收入方面，财 要财政政策持续加力去夯实。在他看来，激发
政部数据显示，1 至 8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 民间投资和去杠杆应该是财政政策需要重点
预算收入 32867 亿元，同比增长 31.3%。其中， 发力的方面。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深市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9.73
18.08
13.87
13.05
7.77
12.84
13.05
8.36

0.00
-2.80
0.22
-1.49
-1.36
4.02
-1.15
-0.08
-1.07

0
1392029
21440
2112238
100698
676557
42050
63853
44221

我国 8 月汽车产销量保持稳步增长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 高亢）中
国 汽 车 工 业 协 会 11 日 发 布 数 据 显 示 ， 8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09.3 万辆和
218.6 万辆，产销量比上月分别增长 1.6%和
10.9% ， 比 上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4.8% 和
5.3%，汽车产销量保持稳步增长。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陈士
华介绍，8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回升，同
比保持稳步增长；乘用车产销呈现增长，同
比增速低于汽车总体；商用车产销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较快增
长；中国品牌乘用车月度市场份额高于同
期；业界前十企业增速与行业增速基本持
平；汽车出口同比呈现持续较快增长，重点

中国企业收购全球最大肉鸭品牌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记者 李萌）
北京首农集团和中信农业 11 日在北京宣
布，北京首农集团与中信农业成功联合收
购英国樱桃谷农场公司 100%股权，并掌握
全部育种技术和专利权。这标志着我国成
功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对肉鸭种源供应的垄
断。
据介绍，英国樱桃谷农场公司是全球最
知名的肉鸭种源繁育公司，其改良培育并持
有基因专利的肉鸭品牌“樱桃谷鸭”，在全球
市场占有率长期位居第一。据统计，2016 年
“樱桃谷鸭”品牌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75%，远远超出同类肉鸭品牌。
记者从北京首农集团了解到，我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肉鸭养殖和消费市场，养殖存栏量
约占世界的 60%。“樱桃谷鸭”于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我国，随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重要
的肉鸭品种，近年来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近八
成。
有关专家表示，祖代鸭苗繁育具有较强
的技术壁垒，长期以来国内肉鸭产业必须大
量进口祖代鸭苗，
话语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英国樱桃谷农场公司凭借专利技术获得的毛
利润高达 60%，
本次收购成功打破西方垄断，
对提高我国肉鸭产业核心种源自给率，推进
良种国产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农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国内建
立独立的基因技术实验室，推动育种研发团
队从英国转移到我国国内，利用遗传基因研
发的优势，整合中国各地种源，从源头推动
我国肉鸭产业链的完善巩固，充分利用专利
技术提升全球产业话语权。

央行：
央行
：
扎实做好反洗钱工作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
11 日发布消息，面对日趋复杂的反洗钱形
势，要从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
稳定的大局出发，扎实做好今后一段时期反
洗钱工作。
央行副行长殷勇在 2017 年反洗钱形势
通报会上表示，当前反洗钱工作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金融风险总体仍有上升压力，我国

金融机构海外反洗钱合规风险上升，反洗钱
国际标准趋严。
殷勇要求，今后一段时期要围绕中心大
局工作，严密防控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深
化改革，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
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加大反洗钱监
管问责力度；强化风险管理，落实金融机构
主体责任。

沪指小幅收涨00.09
沪指小幅收涨
09%
% 锂电池板块午后重挫
本报综合消息 9 月 12 日，三大股指早
水泥板块在复盘的四川双马带领下表
盘集体小幅高开，沪指小幅冲高后即震荡下
现强势，同力水泥、华新水泥、海螺水泥均保
行，创指更是高开低走翻绿。新能源汽车产
持上涨态势。
业链相关板块早盘延续昨日强势，集体暴
安信证券认为，本轮市场的核心驱动因
涨，多股涨停；稀土永磁板块盘中异动拉升， 素是周期股与金融股的盈利改善与估值提
一度居板块涨幅前列。
午后新能源汽车板块
升，迄今为止这个逻辑并没有被颠覆甚至未
再度冲高，
而券商板块稍有拉升，
沪指在其带
见削弱。因此，即使市场出现调整，也只是中
领下一度走强创出阶段新高，但随后快速回
期震荡向上趋势中的短期调整。
总体而言，
目
落。
临近尾盘，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板块集
前 A 股市场仍处于震荡向上格局，短期可能
体跳水，
部分个股大幅下挫，
创指走低。
截止收
有投资者因为技术层面、预期博弈以及情绪
盘 ，沪 指 报 3379.49，涨 0.09% ，深 指 报
面因素进行一些减仓或兑现盈利操作，但如
11043.61，
跌0.09%，
创指报1884.48，
跌0.63%。 果市场出现大的调整，
建议投资者伺机买入。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板块早间开盘继续
兴业证券表示，整体上市场仍处于风险
保持强势，但午后出现回调。创新股份跌停， 偏好抬升的窗口期，建议更加关注金融龙
先导智能、杉杉股份、寒锐钴业、华友钴业等
头、真成长、周期股、拥有核心资产的个股，
个股大幅下挫。
以及电动汽车产业链、国企改革、债转股和
锂电池板块午后出现分化，赣锋锂业尾 “一带一路”等主题。
盘触及跌停、华友钴业、中材科技、当升科
技、佛塑科技、道氏技术等个股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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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营业收入、利税总额高于同期。
据了解，1 至 8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1767.8 万辆和 1751.1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4.7%和 4.3%，低于上年同期 6.1 和 7.1
个百分点。产量累计增速与 1-7 月持平，销
量累计增速比 1-7 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
此外，1 至 8 月，我国汽车销量排名前
十位的企业依次是：上汽、东风、一汽、
长安、北汽、广汽、吉利、长城、华晨和
奇瑞。与上年同期相比，北汽、华晨、长
安和东风销量有所下降，其他六家企业均
呈增长，其中吉利和广汽增速更为明显。1
至 8 月，前十家企业共销售 1548.02 万辆，
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8.40%。

深沪大势分析

名称
N 赛隆
N 岱勒
创维数字
常铝股份
安凯客车
泸天化

名称
N 骏亚
陕西黑猫
金域医学
祥和实业
天安新材
新宏泰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11.97
15.11
11.94
9.21
6.25
9.98

44.04
44.04
10.05
10.04
10.04
10.03

三圣股份
洁美科技
创新股份
元隆雅图
东方通
顺网科技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8.97
13.15
12.08
33.62
20.33
41.88

43.98
10.04
10.02
10.01
10.01
10.01

元成股份
圣达生物
集友股份
金石资源
华友钴业
索通发展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16.73
107.10
119.55
43.89
17.19
18.76

-10.01
-10.00
-10.00
-8.90
-8.07
-7.90

格林美
京东方Ａ
东旭光电
江粉磁材
横店东磁
中信国安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53.50
64.19
90.47
25.60
86.28
68.40

-9.99
-9.95
-8.57
-8.18
-8.17
-7.74

洛阳钼业
南山铝业
包钢股份
北方稀土
首创股份
紫金矿业

收盘价 成交额（万）
8.14
3.91
10.91
9.56
11.90
10.93

639771
135152
302921
248061
290263
257648

收盘价 成交额（万）
8.23
4.24
2.90
19.25
6.96
4.14

536449
249983
110772
640166
226496
126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