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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2018年会”上，新上任的财政
部部长刘昆透露2018年中国税制
改革三大新动向。

已经全面推开的营改增改革
试点如何再深入？刘昆说，2018
年，我国将按照三档并两档的方

向，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重点降
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
实体经济发展。个人所得税制度
改革是今年一大看点。今年将改
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根据居民基
本生活消费水平变化，合理提高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增加子女教
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落
实税收法定原则时间表已定，
2018年将加快推进单行税法的立
法工作，力争年内完成契税法、资
源税法、消费税法、印花税法等草
案的起草工作。 （据新华社）

财政部部长刘昆：三大动向提速2018年税改

糖酒会新纪录
入场人次突破

入场人次首次突破40万
组团参展企业增多

通报会上，中国糖业酒类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成刚表示，本
届糖酒会共吸引了海内外4097家
企业参展，数万种来自4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参展商品琳琅满目。“本
届糖酒会展览的一个特点是，以国
家或地区组团形式参展的企业数
量大大多于往届，近30个海外国家
及地区在不同的展区组团参展，国
内各省市组团参展的数量也接近
30个。”据统计，会期三天，累计入
场人次突破40万，创造了糖酒会历
史新纪录。

杨成刚表示，本届糖酒会的参
展情况反映出了中国食品和酒类行
业及消费市场的诸多新趋势，例如
酒类行业复苏回暖明显、进口食品
饮料积极布局中国市场下沉渠道，
同时新零售、智能制造等创新商业
模式对行业生态影响日益扩大。

展会规模创新高
总展览面积近21万平米

“展会规模创历史新高，是本届
糖酒会的另一个特点。”杨成刚表
示，本届全国糖酒会，是首次使用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作为展示交易场
地，而新展馆优越的展览条件，相较
往届，更好地满足了国内外食品和
酒类行业人士展示交易的需求。

据了解，本届糖酒会展示交易
共使用西博城15个室内展馆及部分
室外展场，总展览面积近21万平米，
是迄今为止糖酒会历史上展览面积
最大的一届。为了保障糖酒会期间
的运力，在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共同
努力下，地铁1号线三期在本届糖酒
会开展前正式开通，有力地保障了
参会客商的交通出行。

“我们也对参会客商进行了抽
样调查，绝大多数企业因为西博城
庞大而现代的展示空间、完善的自
身配套服务保障能力、优越的交通
出行条件等，对于糖酒会转场西博
城表示了肯定，他们认为新展馆为
企业形象及产品展示提供了更加国
际化的拓展空间。”

●住宿 香格里拉酒店：客房入
住率在酒店展期间也达到95%
以上。
●旅游 省中青旅：订单数量
较平日增长30%。
●广告 祥云传媒：客户订单
同比增长100%

影响

第98届全国糖酒会在成都落幕

成都酒店和旅游业迎来小型狂欢
今年，首次在西博城召开的

第98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背
后带给成都的，还有住宿、交通、
旅游、广告传播等本地众多产业
的强劲增长。

酒店入住率攀高
“营业额涨幅约15%”

全国糖酒会主会场开展之前
还会举办一系列酒店展会，而此次
糖酒会的酒店展时间是3月17日—
21日，众多企业在此期间招商和洽
谈，也为成都的多家酒店带来可观
的业绩。

西藏饭店是酒店展的综合展
区，也是成都春季糖酒会多年来的
中心点。“西藏饭店有300间客房，加
上会议室和餐厅，每年会有470多个
展位。这470多个展位在每届糖酒会
的前一年年底就会被预定近九成，
并且酒店在糖酒会期间会一直处于
满房状态。”总经理助理李茂表示。

才承接糖酒会酒店展3年时间
的香格里拉酒店是葡萄酒专区，并
以进口葡萄酒为主。其参展的商家
是以国家葡萄酒局组织的国家团为
主，包括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
诸多国家。“今年糖酒会酒店展，香
格里拉酒店的展位约有1000多个，

大多于去年9、10月份就被预定；客
房入住率在糖酒会期间也达到95%
以上，营业额涨幅约15%。”香格里
拉酒店会议销售总监刘亚琳称。

周边一日游火爆
“订单数量增长30%”

国庆、春节等法定假日是所有
旅行社的旺季，但每年春季的糖酒
会对于成都本土的旅行社来说，也
是一个特别的“小狂欢”。

杨世骏是四川省中国青年旅
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说起糖酒
会的影响，他直言：“糖酒会对成都

的旅游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杨世
骏告诉记者，在刚刚过去的大约一
周时间里，也就是第98届全国糖酒
会在成都召开的前后，省中青旅的
订单数量较平日增长了30%。

“这就是糖酒会‘惯性’。”杨世
骏表示，每年糖酒会旅行社都会迎
来一个小旺季，持续时间大概是一
周。“大部分展商都是外地人嘛，来
了就顺便玩一转，一般就是这几天
撤展之后参团的人最多。周边一日
游、两日游最火，以小包团为主，就
是10个人左右一个团的那种。”他透
露，熊猫基地是最热门的目的地，宽
窄巷子、锦里城内游也非常受欢迎，
其次就是峨眉、青城山－都江堰这
样的成都周边游专线。

展会广告
“去年8月就开始接单”

杨姣平昨日还在为这次春季糖
酒会的收尾工作忙碌，算上今年，这
已经是她穿梭在糖酒会展馆中的第
17个年头。目前就职于祥云传媒公
司，杨姣平的工作是对接调味品专
馆的企业，为他们做展会的品牌推
广、策划运营，具体包括展位的搭建
设计、策划广告投放等等。

杨姣平告诉记者，从业内来
讲，十年前糖酒会的功能还比较单
一，就是为企业提供一个卖东西的
场地，而现在糖酒会已经成为企业
树立品牌的一个平台。“所以很多
企业都很重视在春季糖酒会的品
牌推广。”

而今年在西博城拉开帷幕的春
季糖酒会，不仅让很多企业提前开
始了筹备工作，“我们去年8月就接
到了意向性订单，12月大概就签了
绝大部分。”也让“身经百战”的杨姣
平又接到一个新的挑战。“今年西博
城调味品专馆的展馆面积比往届翻
了一倍不止，我们的客户订单也同
比增长了100%。"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实习记者 庄灵辉

折射●酒类行业复苏回暖明显
●进口食品饮料积极布局中国
市场下沉渠道
●新零售、智能制造等创新商业
模式对行业生态影响日益扩大万

昨日，第98届全国糖酒商品交
易会情况通报会在成都西博城召
开。成都商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3
月22日至24日，首次在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城举办的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3天共吸引了40余万人次入场，
刷新了糖酒会历史纪录。21万平方
米的总展览面积，也使本届糖酒会
成为了迄今为止糖酒会历史上展览
面积最大的一届。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出
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
在“万亿之城的新机遇”主题晚宴
上作城市推介，给与会嘉宾分享了
成都“创业之城、休闲之都”的机遇
与美丽。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
画图。”范锐平以唐代诗人李白的千
古绝句作为开场，给与会嘉宾们介
绍了成都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
城市特质。他通过都江堰水利工程、
汉代南丝绸之路、北宋交子等，讲述
了成都历史上创新创造、经济发展、
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荣光。

范锐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国务院先后赋予成都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区、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天府
新区等多重战略机遇，成就了成都
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快速崛
起的“势”与“场”。

形成了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综
合竞争力位列全球62位、中国最佳
营商环境榜首城市、中国最佳表现
城市……范锐平给大家分享了成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单”，并
详细介绍了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
略目标。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范锐平说，成都正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深刻
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城市崛
起的历史机遇，全面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在建设美丽
城市、创造美好生活上走在前列。

范锐平给与会嘉宾详细介绍
了成都正全力推进的几项重点工
作，其中包括国家中心城市、现代
产业体系、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美
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重点介绍了
成都推动城市跨越龙泉山脉向东
与重庆相向发展、增强“五中心一
枢纽”功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
能、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等出台
的政策措施。

范锐平还重点推介了成都正努
力营造让市民“慢下脚步、静下心
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他说，成都正在建设的
世界最长的天府绿道体系和世界最
大的城市森林公园，将极大地造福
成都人民，将极大地吸引每一名愿
意在中国发展的新市民。

“让每一位来蓉创新创业、投
资兴业的‘新成都人’，都能受到社
会尊重、享受城市礼遇。”分享完成
都发展机遇后，他给与会嘉宾抛出
了“橄榄枝”——成都将竭诚为来
蓉企业提供国际化、法治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为有志之士提供舒
适便利、机会公平、安全祥和的生

活环境。欢迎大家到成都的街头走
一走，感受天府文化，体验别样精
彩的城市人文。

据悉，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承办，于3月24日至26日
在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新时代
的中国”，外方正式嘉宾120余位，其
中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行业领先
企业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达80余
位，国内外知名学者近30位。

主题晚宴上，广州、杭州、青岛
也分别作了城市推介，企业代表作
了发言。市领导苟正礼、刘筱柳、刘
烈东，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刘任远出席活动。

人社部、财政部日前联合下发
《关于2018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
确从2018年1月1日起，为2017年底
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水平为2017年退休人员月
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此次上
调也意味着，我国退休人员养老金
迎来了14连涨，预计将有1.14亿名
退休人员受益。

2018年1月1日起调整
1.14亿名退休人员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涨幅度
定在5%左右，与去年5.5%左右的涨
幅相比有所下降，但是，从历年的上
涨情况看，退休人员养老金涨幅都
远超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通知》指出，经国务院批准，从
2018年1月1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以下简称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其中，调整范围为：2017年12月
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总
体调整水平按照2017年退休人员月
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确定。

人社部强调，此次调整是国家
继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统一调
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以来，继续同步安排适当
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养老金水平，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的重要措施，进一步体现了机关
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

“并轨”，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
大退休人员的亲切关怀，预计将有
1.14亿名退休人员受益。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调整办法基本统一

调整之后资金来源值得关注。
《通知》提出，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
资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
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
本养老保险的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对中西部地
区、老工业基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
位，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未参加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整所需资
金由原渠道解决。

此外，《通知》明确，各地区要严
格按照两部批准的实施方案执行，把
各项调整政策落实到位，不得自行提
高调整水平、突破调整政策。要切实
采取措施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支管理，提前做好资金安排，确保基
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发生新
的拖欠。对自行提高调整水平、突破
调整政策的地区，将予以批评问责，
并相应扣减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对于今年的调整办法，两部委
提出，此次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继续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
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实现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整办法
基本统一。 每日经济新闻

范锐平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作城市推介

让创新创业、投资兴业的“新成都人”
共享时代机遇 享受城市礼遇

养老金14连涨
今年上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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