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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或将全面告别营业税
5月推最后三行业营改增

财经 头条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从2011
年试点到现在，
已进入收官之年。
记者获悉，今年5月，营改增的
最后三个行业建安房地产、金融保
险、生活服务业的营改增方案将推
出，不排除分行业实施的可能性。
其中，建安房地产的增值税税率暂
定为11%，金融保险、生活服务业
为6%。
这意味着，进入2015年下半年
后，中国或将全面告别营业税。
事实上，以上三行业的营改增
原计划在2015年两会后就推进，但
后来放缓，原因是财政收入压力过
大。国税总局曾表示，2014年中国
营改增已减税1918亿元。减税效果
如此之大，在财政收支紧张的当下，
拖累了营改增的步伐。
“现在营改增的大方向没问题，
节奏是根据实际情况来推进的，包

括减收的财政压力、企业和税务
部门的准备工作等，具体实施中
遇到问题还可以再做调整。
”上海
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税收
系主任朱为群表示。
2015年3月6日，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在全国“两会”
答记者问时
表示，营改增是最伤脑筋的一个
问题，今年按照计划应该完成“营
改增”的改革，
也就是把生活服务
业、
金融业以及建筑业、房地产业
的营业税全部改成增值税，最难
的是不动产业转成征收增值税。
在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总裁
王冬生看来，营改增的目的，是要
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所导致
的抵扣链条中断、重复征税的问
题，
“只有改革到底，扩大到所有
劳务，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
作为财税改革中税制改革的
第一步，营业税改增值税2015年
结束似已无悬念。但这仅仅是税
制改革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在大多数财税专家看来，营
改增后，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的收

入分成问题，增值税本身的改革问
题都将提上议程。
山东大学财政系主任李华认
为，
现在的增值税在营改增后，
依然
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增值税多档税
率，
进项中固定资产一部分比如人力
资本、
货运车票、人力火车票抵扣不

完整。
她举例说，
现在大多数公司用
火车票抵的是所得税，
而非增值税。
另外，
税负问题也被提及。
营改
增完成后，增值税将占全部税收的
一半，国家将如何有效降低增值税
的税 负 ？
“ 现 在 增 值 税 的 税 率 ，有
17%、
13%、
11%、
6%、
3%、
0等 六

档，税率档次太多。要测算税负率，
然后再调整税负。
”
李华表示。
朱为群表示，增值税税率的简
并也要提上议程，
“增值税统一税率
会是一个长远目标和理想状态，目
前多档税率状态只能在一段时期内
存在，
长期是不合适的。”
他认为，
增值税是中性税种，
意
味着它不应该对市场机制产生扭曲
影响，而税率档次太多扭曲了增值
税的中性原则，
“ 比如快递业务，有
交通运输和物流两个环节、两个税
率，
11%和6%，对同城快递和外地
快递就产生了扭曲的影响。
”
朱为群认为，总体目标应该是
通过五年，把增值税税率降到12%。
“通过投入产出测算，
既不让财政收
入受到影响，
又达到降低税负作用，
12%比较合适，周边国家的平均增
值税税率也就12%左右。”
他说。
记者获悉，在财政部制定的立
法计划中，增值税立法将于2020年
之前完成，主要内容就是将全部货
物和服务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适当简化税率。摘自!经济观察报"

别让公积金改革成为简单救市工具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日前在住建
部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表
示% 各地住房公积金要进一步降低
门 槛 %增 加 公 积 金 贷 款 额 度 &同 时 %
住建部还将定期向公众亮住房公积
金'家底(&
今年以来% 公积金政策发生密
集调整& 自住房公积金用于租房条
件降低之后%国管公积金出台新规%
只要公积金贷款人之前一年内没提
取过公积金%原先的)账户余额不足
! 万 按 ! 万 计 算 (%调 整 为 )账 户 余 额
不足 " 万按 " 万计算(&地方公积金贷
款政策也趋于逐步放开& 福建和山
东济南近日就出台了住房公积金新
规%放宽了公积金贷款的限制&

许多分析认为% 降低住房公
积金门槛% 旨在为处于低迷中的
房地产市场施以援手&
这确实是降低住房公积金门
槛的现实动力之一& 应对趋于增
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房地产市场
不可能置身事外& 而激活房地产
市场% 也是地方政府熟习的施政
套路& 在楼市调控权力基本下放
后% 通过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刺
激房地产市场% 充分发挥房地产
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 自然成为
优先选择&
但是% 假如降低住房公积金
门槛的动机仅是如此% 即使短期
内能达到预期效果%也未必持久&

长远来看%功利性的政策使用%只会
扰乱市场预期% 增加经济表现的反
复性% 导致政策使用的边际效应过
快递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年
来地方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开闸之
举%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已经反映出
了功利性政策的局限性&
因此% 对于降低住房公积金门
槛%应当有更深刻的认知&之所以应
该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 首先是出
于维护个人财产的需要& 公积金本
质上属于个人储蓄% 个人应当拥有
相对自由的处置权& 过去住房公积
金门槛过高% 实际上是对公民财产
权形成了限制&
其次%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是

提高盘活存量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的需要&住房公积金结余庞大%
大量资金过去处于睡眠状态% 没有
得到善治& 在既要保证经济中高速
增长% 又必须关闭流动性泛滥的闸
门的情况下% 盘活包括住房公积金
在内的存量资金% 将其用于从楼市
到民生的各个领域%是应有之义&如
果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过于功利%
一旦经济形势有变% 楼市再度出现
泡沫%是否又要提高门槛*这只会让
住房公积金缴纳者无所适从+
第三%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不
能忘记改革这一主命题& 住房公积
金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是能否实现
透明管理% 能否更切实地保证个人

80后小伙脱下西装皮鞋，扎进农村——
—

从门外汉变成种粮大户
本报讯 当大量农民放弃种地
进城打工的时候，溧阳市天目湖镇
兴塘村有一个叫狄东伟的青年汉子
却扎进了农村。在33岁的狄东伟看
来，城里各行各业人才济济，
与其在
城市里给别人打工，倒不如回乡创
业。眼下，春日正好，狄东伟脱下了
西装和皮鞋，
掠起袖子，越过高高的
田埂，
走进碧油油的麦田，又开始了
他不同寻常的致富路。
在溧阳天目湖镇兴塘村，只要
说起狄东伟，
就没有人不佩服的，
年
纪轻轻却放弃安逸稳定的工作，甘
愿过上不少农村人一心只想逃离的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这让人敬
佩，
也让人不解。
“平平淡淡没什么新意，
觉得自
己还年轻，
总想做一番事业，
开店吧
也不知道开什么店好，
比较茫然，
不
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正好那时
我们村村委的土地要全部收回去集
中起来管理，然后转包给种田大户
来经营。”
如今已是溧阳市天目湖莘
运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的狄东伟告

狄东伟（右一）
诉记者，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抓
住了那一次机会。当时的他认为
政府对农业扶持的力度较大，种
田的收益应该不错，所以萌生了
承包农田的想法。
然而，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全
家的反对，妻子肖艳对丈夫的这

一决定更是不能理解。
“一开始我们
两个人都在景区里面上班，
虽然工资
不是很高，
但是还可以，他突然说不
上班了，
想回家种田，我
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
但最终狄东伟的
“任性”
还是说服了妻子，他拿

着向亲戚朋友借来的二十几万元，
包
下了村里的100多亩农田，
开始了他
的种田之路。
起初，狄东伟并不了解粮食生
长的习性，为此他请来了镇上的农
技员，向他们虚心求教。慢慢地，刚
接触粮食种植时的慌乱不见了，一
切步上了正轨，到了第一年丰收的
时候，
产量让狄东伟非常惊喜，
稻子
每亩1500斤，小麦每亩800斤，这可
是实实在在的高产！看着狄东伟把
这些粮食换成了钱，把欠的二十多
万元债也都还清了，全家人这才对
他有了信心。
有了第一年的成果，狄东伟就
更有底气了。
第二年，
他进一步扩大
了种植规模，还成立了农机专业合
作社和粮食专业合作社，吸引了包
括周边后王村、官庄村等村民共80
多户前来入社，种植面积达800多

权利% 能否将增值部分让利给缴存
职工%能否全国性流转%方便个人提
取&密集出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应
是改革的动态表现% 而不仅仅是为
了扶持哪个产业&
即使现实挑战严峻% 降低住房
公积金门槛也不能异化成单纯的救
市 工 具 %其 改 革 追 求 不 能 变 &如 此 %
住房公积金制度才能保证公共制度
的属性% 成为缴存职工稳定和可靠
的福利来源&
摘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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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狄东伟还盖起了大棚，
种植草莓
和樱桃番茄，
开始发展高效农业，
并
带领当地百姓共同致富。
“ 这么年
轻，
种这么多田，
在我们天目湖是没
有，在我们全市也是少有的。
”溧阳
市天目湖镇原农村经济管理服务站
原站长庄洪祥告诉记者，狄东伟种
了这么多田，不仅为他自己创造了
收入，也让周边的农民人均每年增
收35000元左右，同时给集体经济
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说起未来的打算，
狄东伟表示，
下一步他还想上几台粮食烘干机，
再流转点土地，扩大种植规模。
“同
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这边的
建筑面积比较紧张，想政府给我们
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能够把烘干
机房、
库房、
机房做起来。
”
#杨文静 冯国智 冯蓓$

溧阳老年大学开设新专业
吸引大批老人深造

图为吴关心夫妻俩在影像制作班
上 课。
胡盘金/
摄

本报讯“新学期开学已经两周了，
可
来报名的老年朋友还是络绎不绝，
最近一
周，
新报名的学员就超过了百人。
”近日，
溧阳市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
学期该校新开设了影像制作、戏剧表演、
英语和葫芦丝专业，
吸引了不少学员报名
学习，
甚至出现了一席难求的情况。
据了解，
溧阳老年学校原有3个戏曲
班，
每班学员达90多人，
那些戏曲经典名
段，
一个个唱起来像模像样。为了满足学
员们的戏曲表演欲望，学校便及时开设

了戏剧表演班，
并请来了国家一级演员、溧
阳市锡剧团的张静担任这两个班的老师，
学员们跟着她一起“唱念做打”
，
兴趣甚浓。
校方之所以开设新专业就是为了满足学员
们的学习需求，同时也让学员们能够与时
俱进，
不为时代所淘汰。
“老年大学圆了我的大学梦，
也让我的
晚年生活更加充实。”
84岁的吴关心告诉
记者，
老年朋友来到老年大学，能学到一些
知识，
弥补年轻时的不足和遗憾，
但大家更
喜欢的是老年大学的人文环境，在学校能
够感受一种氛围、体验一种精神、
接受一种
力量。
2003年，他和妻子黄锦凤一起走进
老年大学，携手学电脑、学摄影、学旅游地
理、
学老年保健……在他的心里，
学校就是
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目前，溧阳市老年大学共开设了8个
学科、36门课程、
70个教学班，学员达2138
人，
已成为一所多学科、
多学制、
多层次、
综
合性的优质老年大学。
最近，
该校还荣获了
首批
“江苏省示范老年大学”
称号。
#陈廷芳 王田夫 冯蓓$

!"
财经 资讯

本周两市限售股

解禁市值约436亿元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本交易周（3月23日至27日）两
市共有23家公司共计29.
25亿解禁股上市流通，解禁市值约
为436亿元。
据西南证券统计，本周两市解禁股数共计29.
25亿股，
占未解禁限售A股的0.
63%，其中，沪市24.
04亿股，深市
5.
21亿股；以3月20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解禁市值为436.
1
亿元，为2015年年内中等水平，其中，沪市7家公司为272.
9
亿元，
深市16家公司为163.
2亿元。
沪市7家公司中，
北京银行在3月26日将有15.
93亿股限
售股解禁上市，是沪市周内解禁股数最多公司，按照3月20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177.
4亿元，为沪市本周解禁市值
最大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的是葛洲坝和国睿科技，
解禁市值分别为65.
78亿元、18.
28亿元。
深市16家公司中，首航节能限售股将于3月27日解禁，
解禁数量1.
39亿股，按照3月20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为
74.
29亿元，是本周深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解禁市值排第
二、三名的是长方照明和同有科技，解禁市值分别为30.
04
亿元、
24.
11亿元。
此次解禁后，沪市将有上柴股份、北京银行，深市将有
据新华社
云意电气成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理财产品收益率下滑

小心别做“雷锋”
补贴银行

降息通道下，
如果将钱随意放在银行做定期存款，
或许
有一天一觉醒来，
突然发现自己是
“活雷锋”
：
用自己的钱来
补贴银行。
据了解，
目前银行推出的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
品，
或可成为定期存款2
.
0版本，
适合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
进入3月中旬，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
预期
收益率超过6
%的银行理财产品在市场上近乎绝迹。
首先，
资
金面宽松，
季末、月末银行没那么
“缺钱”
；
其次，
央行降息势
必对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产生影响，
下降是必然趋势；
最后，
近期国务院批准1万亿元地方债务置换额度，银行少了高收
益率的投资项目，
理财产品收益率随之受到负面影响。
据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统计，
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周
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达5.
22%，较前一周下跌0.
02个百分点。
短期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有较大跌幅，
其中15天至1个
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跌幅最大，较前一周下跌
0.
31个百分点。从收益率分布来看，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
的产品分别来自平安银行、交通银行、广发银行、华融湘江
银行和光大银行。
其中，交通银行的一款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以9.
2%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至3个月期限第一的位
置，
而广发银行发行的一款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10%的预期
收益率居3至6个月期限产品的首位。 摘自!中国证券报"

国家级继续教育
培训班在溧开班

本报讯 日前，
由江苏省人民医院主办的国家级继续教
育《核心稳定控制技术》第五期培训班在溧阳市天目湖福恬
康复医院开班，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康复医学界专家学
者前来参加。
“国家继续教育的宗旨就是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康复医院中心治疗师长王翔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
溧阳开办这样的培训班，是希望能够促进整个常州地区的
康复事业发展。
“他们非常需要得到专业的支持，
所以我们把全国的知
名专家都请到这里来传经送宝，
把一些好的经验，
一些先进
的理念和知识送到这儿来，
也是为了促进当地康复事业的发
展，
造福于我们一方民众，
这是我们的想法。
”
本次授课专家、
台湾台中澄清医院复健治疗部主任蔡永裕同时表示，
目前社
会大众甚至是一些医护人员对康复医学都不够了解，
对它的
认识存在很多误区。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让更多的人
知道康复医学，
了解康复知识，
认可我们的康复技术。
”
据了解，溧阳天目湖福恬康复医院自2011年开办以
来，始终将其目标与国家政策大方向保持一致，把养老和
康复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经过多年努力，在康复医学方
面的水平不断得到提升。据溧阳天目湖福恬医院院长史
乐介绍，该院作为常州市核准的溧阳唯一非营利性二级
康复专科医院，一直以来都在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经常会安排一些专业培训、学术讲座、病例讨论等，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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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国家级的培训班这还是头一次。

溧阳一自主项目实现——
—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溧阳市天山水泥有限公司了解到，
作为国内第一条完全使用自主研发技术利用水泥窑协同处
置生活垃圾的示范线工程——
—溧阳天山水泥利用水泥窑协
同处置生活垃圾示范线项目，从2013年年初正式投运以
来，运行已近两年时间，截至2014年底，已经累计处理生活
垃圾近20万吨，
为溧阳环境保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据了解，溧阳天山水泥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
示范线项目总投资1.
05亿元，
设计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规模
450吨。记者在项目处置现场看到，垃圾预处理厂房为全封
闭式，经过生物除臭后的垃圾与污水分别通过不同管道，
直
接输送到相邻的水泥窑中焚烧。
该工程充分利用水泥生产系
统的固有优势，
使垃圾资源化得到了充分体现，
实现城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
“日产日清”
的目标。
同时也成功解决了垃圾处
置过程产生恶臭、
渗滤液、
废渣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
“最近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创新项目，就是全国冷态分
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这是全国第一条示范线，
现在已
得到国家认可，
准备大力推广。
”
该项目负责人、溧阳天山水
泥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鹏告诉记者，
该公司将把垃圾焚烧处置
项目做地更好，
引领社会水泥行业转型升级，
对社会环保责
任和社会环境问题做出一些贡献。 #张浩 陶英杰 冯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