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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已向美官員審發冬奧簽證

央企整合推進 適時組新集團
去年利潤增長三成 歷史最好水平

國務院：部分減稅降費政策延續至明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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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1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
進一步加強下一階段特別是春節期間煤電油氣
運保障和市場保供；決定延續實施部分到期的
減稅降費政策，支持企業紓困和發展。

部署加強煤電油氣運保障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各

地、各有關部門加強能源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
穩價工作，目前煤電油氣運保障總體平穩，糧
油肉蛋奶果蔬等民生商品供應量足價穩。會議
要求，要進一步抓實抓細能源和市場保供工
作，保障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需求。

一要發揮好煤電油氣運部際協調機制作用，
壓實能源保供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和企業主體責
任，保持煤炭正常生產，支持煤電企業應發盡
發，努力保證油氣供應，加強對北方資源偏緊
地區冬季供暖用能保障。
二要嚴格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因地

制宜擴大蔬菜種植，抓好肉蛋奶、水產品生
產，豐富市場供應，促進擴大消費。對受災群
眾和困難群體加大幫扶或救助力度。
三要繼續做好應對惡劣天氣、突發疫情等不

確定因素的預案，指導地方在落實疫情防控措
施同時，保證骨幹交通網絡暢通，注重發揮社
會力量和社區作用。

四要加強市場供求監測，強化食品質量安全監
管，依法查處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違法行為。

稅費優惠涉科技創業醫教等
會議指出，減稅降費是直接、有效、公平的
惠企利民政策。為幫助企業紓困解難，促進創
業創新，會議決定，在前期已對部分到期稅費
優惠政策延期的基礎上，再延續執行涉及科
技、就業創業、醫療、教育等另外11項稅費優
惠政策至2023年底。
一是免徵符合條件的科技企業孵化器、大學
科技園和眾創空間孵化服務增值稅，對其自用
及提供給在孵對象使用的房產、土地免徵房產

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二是免徵農產品批發市
場、農貿市場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免徵
城市公交站場等運營用地城鎮土地使用稅。三
是繼續授權省級政府自主決定免徵、停徵或減
徵地方水庫移民扶持基金。四是免徵醫務人員
和防疫工作者臨時性補助、獎金及單位發給個
人的預防藥品等實物的個人所得稅。五是免徵
高校學生公寓房產稅和相關租賃合同印花稅。
對承擔商品儲備政策性業務的企業自用房
產、土地免徵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
減按15%徵收污染防治第三方企業所得
稅。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發改委、市監總局、網信辦、工信部等九
部委19日聯合發布《關於推動平台經濟規範
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就平台經濟的反
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金融、稅收、數據
和算法安全、平台互聯互通、零工經濟等提出
監管措施。意見提出，將嚴格規範平台入股金
融機構，加強平台企業稅收監管，打擊黑市數
據交易、大數據殺熟等。

規範平台入股金融機構
《意見》要求，金融業務必須持牌經營，

嚴格規範平台企業投資入股金融機構和地方金
融組織，督促平台企業及其控股、參股金融機
構嚴格落實資本金和槓桿率要求。稅收監管方
面，《意見》要求，強化平台企業涉稅信息報
送等稅收協助義務，加強平台企業稅收監管，

依法查處虛開發票、逃稅等涉稅違法行為。
《意見》還提出，對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

重點行業和領域，加強全鏈條競爭監管執法。
重點規制以減配降質產品誤導消費者、平台未
對銷售商品的市場准入資質資格實施審查等問
題，對存在缺陷的消費品落實線上經營者產品
召回相關義務。加大對出行領域平台企業非法
營運行為的打擊力度。

嚴控非必要採集數據
《意見》再次強調，將嚴厲打擊平台企業

超範圍收集個人信息、超權限調用個人信息等
違法行為，從嚴管控非必要採集數據行為，依
法依規打擊黑市數據交易、大數據殺熟等數據
濫用行為。同時 ，將完善跨境數據流動「分
級分類+負面清單」監管制度，探索制定互聯
網信息服務算法安全制度。

9部門發文加強平台經濟監管

●國資委今年將穩步推進鋼鐵等領域的中央企
業重組整合。圖為中國寶武鋼鐵集團的武鋼有
限公司軌樑生產線。 網上圖片

去年中國經濟疫後穩定恢復錄得8.1%的增
長，但各行業領域復甦不平衡，大企業好

於中小企業，上游行業好於中下游。在此背景
下，中央企業經營業績創歷史最好水平。彭華
崗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去年延期規模效益
大幅增長，經營業績創歷史最好水平，收入、
利潤、淨利潤，都創了歷史最好水平；營業收
入利潤率、勞動生產率均有所提高，資產負債
率保持穩定，年末資產負債率是64.9%，實現
年初的目標。

加強油氣煤炭儲備能力建設
對於2022年，彭華崗表示，今年央企發展的

目標任務為「兩增一控三提高」。「兩增」，
就是利潤總額和淨利潤增速要高於國民經濟增
速；「一控」，就是資產負債率要控制在65%
以內；「三提高」，就是營業收入利潤率要再
提高0.1個百分點、全員勞動生產率再提高
5%、研發經費投入要進一步提高。
彭華崗還指，2022年央企要嚴控債務、投

資、金融風險，嚴防國有資產流失，守住不發
生重大風險的底線。積極推動綠色低碳技術攻

關，加強油氣、煤炭等儲備能力建設。
去年，央企重組進入新階段，整合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兩化重組，鞍鋼重組本鋼、寶武重
組太鋼、中國電科重組中國普天，中國星網、
中國電氣裝備、中國物流、中國稀土集團、國
家管網集團等相繼成立，央企總數量從過去
100多家減少到97家。
彭華崗表示，今年將扎實推進中央企業重組
組建和專業化整合。在戰略重組方面，聚焦落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發展、建設製造強
國等國家戰略，按照「成熟一戶、推進一戶」的
原則，穩步推進鋼鐵等領域的重組整合，在相關
領域適時研究組建新的中央企業集團。

引入積極股東絕不搞運動式
彭華崗表示，去年中央企業通過市場化方
式，實施混改的項目超過890項，引入社會資
本超過3,800億元。央企在引進各類社會資本開
展合資合作的同時，也從加強產業鏈合作、培
育壯大新增長點出發，通過市場化方式，開展
對民企的參股投資。目前，央企對外參股企業
超過6,000戶。

下一步國資委將會繼續支持、鼓勵央企控股
上市公司引入積極股東來參與公司治理。支持和
引導國有股東持股比例高於50%的國有控股上
市公司，引入5%及以上的戰略投資者作為積極
股東參與公司治理。引入積極股東，要按照市場
化和上市公司的規則來推進，成熟一個推進一
個，絕不能搞「運動式」，也不能搞「拉郎
配」。

專家：深化跨行業專業化整合
國資研究專家、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李錦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當前央企運營進步很
大，但也存在着資源分散、主業不突出，以及某
個專業上同質化競爭、無序競爭等現象。下一階
段央企重組整合將以提高產業鏈水平為特徵，做
強做優央企，真正達到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目的。
李錦表示，2022年央企重組頂層思路已圈

定，深化跨行業跨領域跨企業專業化整合，推進
鋼鐵、糧食儲備、港口碼頭、信息科技等領域資
源整合，同時加強海工裝備、新能源汽車、工
業互聯網、物聯大數據、航空貨運等協同發展
平合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

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19日發布的2021年中

央企業運行「成績單」表現亮眼，去年中央企業

實現營業收入36.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19.5%，實現利潤總額2.4萬億元、淨利潤

1.8萬億元，分別同比增長30.3%、29.8%，均創

歷史最好水平。國資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

崗表示，今年央企要嚴控債務、投資、金融風

險，資產負債率要控制在65%以內，同時持續推

進戰略性重組、專業化整合，適時研究組建新的

央企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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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歷
經40天的艱苦戰疫，陝西省西安市19日迎來零
新增，西安多區開始逐步解封並加快復工復
產。在同日開幕的陝西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
第六次會議上，陝西省省長趙一德在作政府工作
報告時指出，陝西將實施一季度經濟穩增長10
條措施和支持西安加快經濟恢復發展若干政策，
讓企業的「血液」流動起來，讓經濟活起來。
陝西省衞健委19日通報，1月18日0至24

時，陝西無新增報告本土確診病例。目前全省
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2,077例，其中出院
1,339例、在院738例，同時還有部分人員正在
集中隔離。

「零新增」時絕不能思想鬆懈
經記者梳理發現，去年12月9日第1例確診

病例出現後，西安市迅速對涉疫酒店進行了管
控。在隨後10天時間裏，疫情開始蔓延，面
對多區多點病例的出現，去年12月20日，西
安實行最嚴格防疫措施，全員核酸檢測，全城
查驗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兩天之後，
由於累計確診人數突破百例，並以倍數激增，
西安市宣布從23日起全城封閉管理，並於27
日把防控等級再提升，全體市民除參加核酸採
樣外足不出戶。
在幾近靜止的生活狀態下，西安市民迎來了

2022年，疫情也隨之迎來拐點，每日病例逐步
下降。1月5日，西安迎來社會面基本實現清
零，10日實現了社區動態清零目標，19日首

次實現單日本土病例零新增。「『零增長』是
好消息，但絕不能思想鬆懈，更不能撤去必要
的防護措施。」西安市衞健委主任劉順智19
日表示，隨着春節的到來，增加了西安市疫情
防控的難度，恢復正常生產生活，將做到分區
分級、分類分時、有序推進。

免一季度困難企業稅費
陝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陝西將實施一季

度經濟穩增長10條措施和支持西安加快經濟
恢復發展若干政策，對受疫情影響、生產經營
困難的省內企業，免徵一季度房產稅、城鎮土
地使用稅等稅費。同時實施住宿餐飲、商貿零
售、文旅娛樂等服務業激勵計劃，落實房租減
免、增值稅加計抵減、發放消費券等措施。加
大重點企業、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幫扶力
度，積極幫助解決原材料供應、產品生產、返
崗上崗、物流運輸、資金保障等方面的突出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證實，
中方已向美方由政府官員組成的團隊部分成
員審發了北京冬奧會期間來華簽證。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中方已經為46名

美國政府官員頒發了簽證，以便於他們在
北京冬奧會期間來華工作。這些美方官員
大多數來自美國務院，發言人能否證實這
一消息？美方此次申請簽證是否同此前美
方所說的不派官方和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
奧會相矛盾？
趙立堅表示，中方已經向美方由政府官員

組成的團隊部分成員審發了相應簽證。美國
來華參加北京冬奧會團隊中包括大量美國國
務院等政府部門官員，很多官員還持外交護
照或公務護照。

冀美方切實踐行奧林匹克精神
趙立堅指出，希望美方切實踐行奧林匹克

精神，同中方一道努力，為各國運動員參加
北京冬奧會創造良好氛圍。「美方為外交官
和官員申請簽證與美方此前聲稱不派官方和
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奧會是否矛盾，我想這
個問題你應該去問美方。」趙立堅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北京冬奧組委19日發布《北京2022年冬奧
會和冬殘奧會遺產報告集（2022）》，包括
體育、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城市和區
域發展等七個單冊。北京冬奧組委總體策劃

部副部長王仁華表示，冬奧會申辦成功至
2021年10月，全國參與過冰雪運動人數達到
3.46億，冰雪運動參與率24.56%，北京冬奧
會也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助力，北京
地區生產總值從2015年的2.5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提升至2020年的3.6萬億元。
王仁華表示，到2021年初，全國已有654

塊標準冰場和803個室內外各類滑雪場，較
2015年增幅分別達317%和41%，「帶動三
億人參與冰雪運動」從願景逐步走向現實。
王仁華介紹，北京冬奧會進一步加大奧林

匹克精神在北京的傳承傳播，截至2020年，
實名註冊志願者人數突破443.6萬人，比
2008年增長161%。同時，雙奧大幅改善生
態環境，北京冬奧會加快生態環境建設步
伐，大氣、綠化、水環境治理取得顯著成
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北京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劉曉峰19日通報，當日0
時至18時，北京新增5例本土核酸檢測陽性
者，其中4人為同一單位冷庫裝卸工，另1人
為同住密接。
據了解，19日早上5時50分，北京房山區

接到第三方檢測機構報告，在18日開展的對
區內冷鏈從業人員每周例行的核酸檢測篩查
中，發現1份核酸檢測樣本陽性。上午9時
03分，房山區再次接到第三方檢測機構報
告，另一份8人混檢中也檢測出陽性。兩例
樣本屬於同一企業同一批樣本，涉疫企業為
一家冷庫租賃企業，自有員工9名，租戶67
家，其中25家有進口業務。
房山區19日立即啟動對全區冷鏈等重點企

業以及其他重點區域、重點人群的全面排
查，同時，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數據專班支持
下，房山方面正在搭建「電子圍欄」，通過
大數據比對進一步排查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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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零新增多區逐步解封復產

冬奧帶動中國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

●北京冬奧會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圖
為小朋友在煙台體驗雪圈滑雪。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