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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2018年，见证积极的财政政策自
2008年重启后进入第10年。

最新公布的全国财政收支数据显
示，与上月相比，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幅回落至个位数增长，但
前5个月收入仍保持两位数增幅。

专家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稳中向
好是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的主因，
我国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尤其是深
化增值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减
轻纳税人负担。同时，今年以来科技、
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扶贫等方
面财政支出进一步增长，积极的财政
政策持续聚力增效，激发经济活力。
经济持续向好支撑财政收入较快增长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12.2%，其中
税收收入增长 15.8%。5 月份单月，全
国财政收入 17631 亿元，同比增长
9.7%。

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财政部
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说，前5 个月我国
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而
且主体税种增长较快，主要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延续
稳中向好态势，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提高，为财政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奠定
了坚实基础。
减税降费激发市场活力

积极财政政策发力一大看点就是
减税降费。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减税
降费力度，过去 5 年通过实施营改增
累计减税2.1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
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
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

从今年5月1日起，交通运输行业
增值税税率从 11%降至 10%。重庆长
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李清青算了笔账：今年5月至12月，公
司应缴纳增值税税额1934.24万元，比
在11%税率下减少92.96万元，降幅达
4.59%。

“税收优惠就像催化剂，在公司增
加研发投入、升级改造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让我们在创新发展
的道路上更坚决，更有底气。”宁波公
牛电工集团财务总监张丽娜说，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企业共减免税
款3.57亿元。
重点支出聚力增效惠及民生

数据显示，1至5月，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82695 亿元，同比增长
8.1%，为年初预算的39.4%，比去年同
期进度加快0.2个百分点。

从支出方向来看，财政支出重点
保障了民生等领域的需要：科学技术
支出2409亿元，同比增长18.5%；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13196亿元，同比增长
11.9%；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25 亿
元，同比增长9.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6931亿元，同比增长7.4%；农林
水支出6346亿元，同比增长7.2%……

“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支撑经济平
稳增长。”财政部综合司有关负责人
说，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效落
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方面
的支持力度，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

据新华社

还不改！？
留给这些外航的时间不多了

据新华社电 4月下旬，中国民用航
空局致函44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这些
公司纠正其官方网站相关内容中违反
中国法律、违背一个中国政策的错误做
法，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

截至目前，已经满足中方要求的
外航包括：法国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
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公
司、阿联酋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公
司、土耳其航空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公
司、菲律宾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
和泰国航空公司等。

然而，还有仍然不改的——包括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美
国航空公司、韩国的大韩航空公司和
韩亚航空公司、印度航空公司在内的
多家航空公司仍拒绝修改。

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航空公司
的相关人员19日说，这两家日本最大
的航空公司已经在其中文官网上将

“台湾”变更为“中国台湾”。不过，记者
发现，两家航空公司的日语和其他语
种官网上，相关表述依然为“台湾”。

澳大利亚的澳洲航空公司虽然尚
未修改，但该公司总裁乔伊斯表示，他
们会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整改。

任何一家跨国企业到其他国家投
资兴业、开展合作，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是起码要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
是跨国企业应该知晓的最基本常识。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 19 日的例
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从
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客观事实、
基本常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耿爽说，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应
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
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
这是任何外国企业在华经营的最基
本遵循。

第一个在国家层面
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韩长赋说，“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
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设
立这一节日将进一步强化“三农”工作
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地位，营
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
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韩长赋表示，设立“中国农民丰
收节”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
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举办一系列
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
和民俗活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
神风貌。

这是亿万中国农民
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

韩长赋说，中央决定在脱贫攻坚的
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节”，将极大调动起亿万
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磅礴力量。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亿万农民庆
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也是五谷丰
登、国泰民安的生动体现。”他说，“中
华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
农民丰收节’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
号，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有助于宣传展
示农耕文化的悠久厚重，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明有机融合，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
豪感。”

韩长赋说，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
推进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
记忆正在淡化，设立“中国农民丰收
节”，让人们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
文化、寻找归属，可以汇聚人民对那座
山、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寄托，享受农
耕文化的精神熏陶。

凌晨3点过打车 上错车后失联

亲友最后一次看到欧某某是在
罗定市君悦大酒店的监控视频内。
视频显示，6月17日凌晨3时12分，
她出现在监控内，身着白色衬衣，黑
色短裙。昨晨，君悦大酒店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红星新闻，当时由于酒店
满房，欧某某在咨询后随即离开，

“出去后，她打了电话，然后走到对
面的马路，上了一辆白色轿车。”

3 位与欧某某熟识的人士告诉
红星新闻，欧某某系当地一家健身
俱乐部前台接待，“平时，她与家人
住在一起，住址与君悦大酒店相隔
不远。该俱乐部一位健身顾问称，当
晚下班后，欧某某与几位朋友一起
吃宵夜，打滴滴但上错了车，以致发
生意外。另有多人证实了这点。

欧某某的哥哥接受红星新闻采
访时称，当时，欧某某因未携带钥匙
才前往酒店。发现客房已满后，欧某
某遂打网约车前往另一宾馆投宿，

“她叫的那辆车凌晨3：30分才到，那
时候，她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滴滴出行方面在接受上游新闻
采访时称，欧某某的确叫了一辆滴
滴快车，但接单司机并未接到，于是
就通过后台取消了订单。

家属：“必须严惩凶手”

在亲友眼中，欧某某性格活泼，
爱开玩笑，人缘较好。

欧某某的一位同事说，事发前，
欧某某曾给一位同事打了电话，响了
一声后，即挂断。这位同事拨回去时，
欧某某的电话已关机。第二日，欧某某
依旧失联，亲友通过网络发布寻人启
事并报警。接警后，警方随即展开调
查。但噩耗已然传来，警方告知家属，
欧某某于6月17日凌晨遇害。6月19
日下午，在素龙街道水浸村一农场内，
警方将嫌疑人张某某抓获，继而发现
欧某某的尸体。欧某某的哥哥告诉红
星新闻，“脖颈上有勒痕。”他称，“老母
亲一人将妹妹带大，必须严惩凶手。还
有，要对我老母亲有个补偿。”

两人传谣被治安处罚

罗定市公安局一位民警告诉红

星新闻，案发后，网上出现多个版本
的谣言。6月21日上午，该局通报称，
罗某艳、张某某等个别网民在微信群
及朋友圈编造发布“滴滴司机杀人”

“分尸”等虚假信息，罗定警方决定，
对此二人进行批评教育并处以治安
处罚。罗定市公安局通报，经现场勘
查，欧某某尸身完整。受害人亲友告
诉红星新闻，“冰柜藏尸是事实。”

滴滴出行方面称，目前滴滴平
台没有接到公安机关相关协查要
求，以公安发布的信息为准。

目前，嫌疑人张某某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丰收的礼赞丰收的礼赞
今年起，农历秋分被设立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
建议
2017 年全

国两会期间，45
名人大代表提
出设立丰收节
的建议

调研
农业农村部

对国内外情况进
行了调研，并邀
请农业、文化、
传媒等领域专
家学者及农民
代表研讨。大家
普遍认为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
节”十分必要，
实施的基础和条
件已经成熟

设立
今年 6月，

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我国
将每年农历秋分
设立为“中国农
民丰收节”

权/威
解/答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
部部长韩长赋以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潘显政详
细解答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来由及相关问题。

今年秋分是9月23日
我国将迎来首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为何设在秋分？
秋分时节与农事密切相关

不同作物收获期各不相同，为什
么把每年秋分设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韩长赋表示，俗话说“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丰收节和农事传统密切相
关。把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基于
这几点考虑：

从节气上看，春种秋收、春华秋
实，秋分时节硕果累累，最能体现丰
收。秋分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昼夜
平分，秋高气爽，既是秋收、秋耕、秋
种的重要时节，也是稻谷飘香、蟹肥
菊黄、踏秋赏景的大好时节。

从区域上看，我国地域辽阔、物

产丰富，各地收获时节有所不同，但
多数地方都在秋季，秋收作物是大
头。所以兼顾南北方把秋分定为“中
国农民丰收节”，便于城乡群众、农民
群众参与，也利于展示农业的丰收成
果，具有鲜明的农事特点。

从民俗上看，我国十几个少数民
族有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如畲族的
丰收节、藏族的望果节、彝族的火把
节，大多都在下半年。在国家层面设立
一个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庆丰收的节
日，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
睦团结和发展。

2 如果粮食欠收，是否还办节？
粮食欠收时通过办节可提振信心

如果粮食欠收，是否还办“中国农
民丰收节”？针对这一问题，农业农村部
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潘显政回答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
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尤其是
通过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目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
12000亿斤以上，这是农业的基本面。

他也同时表示，我国自然灾害多

发，部分地区、部分时候可能会出现
减产或欠收情况。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国
幅员辽阔，局部减产并不代表全国情
况。”潘显政说，“如果某些地方欠收，
更要激发、振奋农民的精神夺丰收，
在其他方面以丰补欠。通过举办‘中
国农民丰收节’，既可以提振信心，又
可以为农民增收搭建平台。”

3“中国农民丰收节”怎么过？
根据不同地方农事特点开展丰富活动

“中国农民丰收节”怎么过？韩长
赋说，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结合当
地的民俗文化、农时农事，组织开展
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做到天
南地北、精彩纷呈，突出地方特色，不
搞千篇一律。

他说，乡村风情不在奢华，办好
“中国农民丰收节”，既要有节日的仪
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费，要形成上
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热
烈的全国性节日氛围。同时，农民广

泛参与是关键，所以支持鼓励农民开
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丰富多彩
的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

韩长赋还强调，“中国农民丰收
节”既是农民的节日，也向其他社会
群体开放，将通过开展亿万农民庆丰
收、成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界话丰
收、全民参与享丰收、电商促销助丰
收等活动，让全社会都感受到丰收的
快乐，办成农业的嘉年华、农民的欢
乐节、丰收的成果展、文化的大舞台。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23岁女孩上错车遇害 嫌疑人已被刑拘
6月17日

凌晨，广东罗
定素龙街道发
生一起命案，
23岁女孩欧
某某在一偏
僻农场惨遭
杀害。2天后，
32岁的嫌疑人
张某某被警方
抓获。

罗定警方
通报称，经查，
6月17日凌晨
3时许，欧某
某在罗定城区
某酒店门口等
网约车，她误
以为刚好开车
经过的张某某
是网约车司
机，遂摇手上
车。之后，欧某
某被张某某带
至自己经营的
农场内，实施
性侵并将其杀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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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观察

积极财政政策聚力增效
减负惠民“红包”释放活力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
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昨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务院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韩长赋说，“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
的节日。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农时农事，组织
开展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做到天南地北、精彩纷呈。办好“中
国农民丰收节”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费，形成上下
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热烈的全国性节日氛围。

嫌犯在当地
经营休闲农场
村委会负责人称其很少回村

警方通报资料显示，张某某
系罗定连州镇人，今年32岁。

随后，多名当地网友曝出，
张某某系素龙街道水浸村某烧
烤店老板张某华。欧某某多位亲
友也证实，张某华即为杀害欧某
某的疑凶。此外，红星新闻联系
到张某华所在村庄。该村村委会
一位负责人称，张某华的确在素
龙经营农场，一般不回村，见面
甚少。

张某华在当地一论坛的注
册信息显示，其出生于1985年，
系素龙街道水浸村某休闲农场
负责人。工商资料显示，张某华
名下有一家电子商务相关公
司，仍为“存续”状态。在该论坛
上，张某华最后一次访问停留
在6月15日。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春

设立这一节
日将进一步强化
“三农”工作在党
和国家工作中的
重中之重地位，营
造重农强农的浓
厚氛围，凝聚爱农
支农的强大力量，
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促进农业
农村加快发展

6月19日，河北省遵化市，天气
晴好，农民晾晒小麦，丰收的味
道溢满场院 新华社发

近日，河
北省定州市东
留春乡 1260
亩黑小麦迎来
丰收季，当地
村民抢抓农时
进行收获

新华社发

欧某某生前照片

嫌疑人张某某被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