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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 王雨萧）国家税
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31日介绍，2022年全年，我国
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4.2万亿元，为助
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家税务总局当天举行的 2022年度新闻发
布会上，王道树说，4.2万多亿元主要包括三部分：一
是累计退到纳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2.46万
亿元，超过2021年全年办理留抵退税规模的3.8倍；
二是新增减税降费超 1 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超
8000亿元，新增降费超 2000亿元；三是办理缓税缓
费超7500亿元。

分行业看，制造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
费近 1.5万亿元，占比 35%左右，是受益最明显的行
业。同时，餐饮、零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服务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超8700亿元。

分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受益
主体，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1.7万亿元，
占总规模的比重约四成；近八成个体工商户在2022
年无需缴纳税款。

系列税费支持政策，为广大市场主体“输血”“活
血”。国家税务总局对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调查显
示，2022 年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负担下降
2.7%，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业、住宿餐
饮业分别下降15.4%和14.2%，负担显著减轻。

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有力增强市场主体
活力。王道树介绍，2022年，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
体1315万户。截至2022年末，全国涉税市场主体总
量达8407万户，较2021年末增长6.9%。

新华社北京1月 31日电
（记者樊曦）记者从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了解到，31日，中国
中车旗下四方股份公司与阿联
酋阿提哈德铁路公司签署了客
运内燃动车组项目供货合同，包
括 21辆（3列）运营时速 200公
里的高速内燃动车组和最多
140辆（20列）增购可选项，以及
所有相关列车的 15年维保服
务。这是我国客运内燃动车组
首次出口阿联酋，将助力阿联酋
首次建立干线铁路客运服务。

根据合同，该项目列车为
动力集中式的高速内燃动车
组，采用 7辆编组（2动 5拖），
最高运营时速 200公里，构造
时速 220公里，是目前世界上
速度等级最高的内燃动车组。
列车将根据阿联酋国家铁路运
营需求，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和
技术打造，满足阿联酋当地高
温、风沙等特殊运行环境。列
车设一等座、二等座和家庭区，
将配置先进的空调系统、车厢
WIFI、充电接口等旅客设施，
并配备智能化运维系统，提供
舒适智能的旅客服务体验。

按照计划，这批国际先进
的现代化高速内燃动车组预计

将于 2025年在阿联酋国家铁路投入
试运营，届时将助力阿联酋首次建立
起干线铁路客运服务，为阿联酋重点
城市之间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全新交
通方式，大幅缩短旅行时间。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国务院部署
实施的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姚
家平水利枢纽工程 31日在湖北省恩施市
开工建设。

据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姚家平水
利枢纽工程是清江流域上的控制性工程，

工程估算总投资 67亿元，施工总工期 96
个月。工程建成后，与下游已建的大龙潭
水库联合运行，可有效控制洪水、削减洪
峰，将大大提高恩施市城区的防洪标准。
同时，利用水能资源进行发电，向电网提
供清洁能源，工程年发电量将达到5.13亿

千瓦时，多年平均发电效益约2亿元。
据了解，湖北省今年一季度将开工23

个重点水利项目，总投资 136.66亿元，涉
及流域综合治理和守住安全底线类项目
18个、108.37亿元，水资源配置及农村饮
水工程5个、28.29亿元。

50.1%——
这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月31日发布的1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
连续 3个月收缩后，制造业PMI重返扩张
区间，比上月跃升3.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
经济景气水平明显回升，释放2023年开年
经济运行积极信号。

制造业景气水平升至扩张区间

“1月份，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
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调查的21个行业
中有18个高于上月，制造业景气水平较快
回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表示。

走进安徽哈科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
生产一批高端数控设备，这些设备将于 2
月底交付德国和美国的客户。

“1月份以来，海外对中国高端设备的
需求不断增加，春节过后，我们迅速进入
工作节奏，不仅要处理节前的订单，还有
新的订单在陆续发来。”公司董事长李忠
华说。

新订单增加，折射制造业市场发展向
好。综合1月份制造业PMI分项指数变化
来看，产业链上下游普遍回升，市场预期
有所好转，经济运行呈现明显回升态势。

——供需两端同步改善，重点行业
PMI不同程度上升。

1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9%，较上月
上升 7 个百分点，在连续 6 个月运行在
50%以下后回到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
49.8%，较上月上升 5.2个百分点，结束了

连续3个月环比下降的势头。
从行业情况看，1 月份，高技术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
业 PMI 分 别 为 52.5%、50.7%、50.9%和
48.6%，景气水平不同程度改善。

——大中小企业景气水平均有上升，
经济活力有所提升。

1月份，大、中、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
52.3%、48.6%和 47.2%，高于上月 4、2.2和
2.5个百分点。调查结果显示，大、中、小
型企业中反映劳动力供应不足的比重均
低于 11%，较上月明显下降，员工短缺制
约生产的情况有所缓解。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表示，1
月份，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生产指数和
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均有明显上升，显示中
小企业运行有所趋稳，经济活力有所提升。

——企业信心明显增强，市场预期向
好。

1 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6%，高于上月 3.7个百分点，升至较高
景气区间。

“1 月 份 ，原 材 料 库 存 指 数 升 至
49.6%，创 2019年以来新高，显示企业加
大了原材料采购和储货力度以备生产，后
市经济持续恢复前景可期。”文韬说。

非制造业景气水平触底回升

1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4%，比上月上升12.8个百分点，重返扩
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触底回升。

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春
节档电影票房突破67亿元，取得影史春节

档第二的亮眼成绩；全国揽投快递包裹量
超7亿件，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今
年春节假期，服务业加快恢复，经济活力
明显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服务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54%，结束连续6个月回落走势，
升至扩张区间。其中，前期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
数均高于上月24个百分点以上，重返扩张
区间。

从需求看，1月份，服务业新订单指数
为 51.6%，高于上月 14.2个百分点。从预
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4.3%，高于上
月12个百分点，升至近期高点。

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
兰菊表示，春节期间，冰雪消费火热。新
一年企业发展信心更足，不光要做好雪季
运营，还要深挖无雪季节潜力，迎接“五
一”“十一”的旅游热潮。

建筑业景气上升。1月份，建筑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6.4%，高于上月 2个百分
点。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8.2%，高于上月 6.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
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表明随着推进重大
项目开工建设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建
筑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保持乐观。

综合 PMI 产出指数升至近期高点。
赵庆河表示，1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
52.9%，比上月上升10.3个百分点，升至扩
张区间，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
有所回升。

继续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作为经济运行先行指标，1月份 PMI

升至临界点以上，显示中国经济发展预期
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 2023年中国
经济增速预期由4.4%调高至5.2%。

“但同时也要看到，1月份反映市场需
求不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仍然较多，
市场需求不足仍是当前企业生产经营面
临的首要问题，我国经济恢复发展基础需
进一步巩固。”赵庆河说。

企业调查显示，1月份，反映市场需求
不足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仍达 53.2%，连续
7个月超过 50%；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非
制造业企业比重虽较上月有所下降，但仍
在51%以上。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在 部 署 做 好
2023 年经济工作时，强调“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
先位置”。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推动消费加快恢
复和保持外贸外资稳定，增强对经济的
拉动力。

陕西提出积极培育运动、康养、托育
等消费新热点；山东研究制定了支持商
贸流通行业促进居民消费的 10条政策措
施；上海明确实施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
贴，并延续实施新能源车置换补贴……
近段时间以来，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巩固消
费恢复基础。

春节假期后，多地政企组团赴海外招
商引资拓商机，一批重大项目签约开工，
重大工程开足马力，全国上下抢抓新一年
发展机遇，奋力开新局。

□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汪海月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 郭宇靖 吉宁）1
月31日，《关于北京市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的报告》对外公布。报告提出将加快构建具有首都
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同时公布了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十方面主要
任务。

此次公布的十方面任务是：着力构建现代化首
都都市圈，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推动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
力推动“两区”制度创新落地见效，全力打造改革开
放“北京样板”；着力促进数字赋能城市、产业、生活，
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着力扩大有效需
求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
力；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目标
坚定迈进；着力为群众多办实事，在更高水平上保障
和改善民生；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促进经济
社会加快绿色转型；着力探索构建有效的超大城市
治理体系，努力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着力守稳守牢安
全底线，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北京将深入开展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着力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其中，疏解提质一般
制造业企业 100家以上，环京地区通勤圈将深度融
合。

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北京将推动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力争在人工智能、区块链、
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网络安全等领域取得更多创新
应用成果。

北京还将集中开工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补
齐公共服务、城市运行等领域短板。其中，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将新开工 300个、完工100个，老楼加装电
梯开工1000部、完工600部。

着眼世界前沿技术和未来战略需求，北京将纵
深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建 5G基站 1万个以
上，系统推进新一代数字集群专网、高可靠低延时车
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和边缘计算体系等建
设。推进6G技术研发。

跃升3.1个百分点的背后，释放开年经济运行积极信号 新建 5G 基站 1 万个以上
北京发布2023年十方面任务

2022 年 我 国 送 出 超
4.2万亿元税费政策“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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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3年2月13日下午3时，在霞浦县松港街道牛濑43号2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厅
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位于霞浦县三沙镇金洋村柳州湾66号房产内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其中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802.09㎡，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为1919.34㎡）3年租赁使用权。竞买保证金：2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看样、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湖路祥和楼二层
拍卖热线：0593—2566666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