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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昨

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

会上说， 我国将从2019年5月1日起下调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各地可从20%降到16%，切实减轻企业社

保缴费比例。

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将减负近

2万亿元

今年我国预计减轻企业税收和社

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力度明显超过

去年。 刘昆在论坛上说，将尽快出台相

关政策方案， 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

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

显减负感受。

对于降费，他表示，除了下调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还将

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

费率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稳岗

和社保补贴力度，通过这些措施切实减

轻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

收负担

对于减税，他说，今年通过普惠性

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

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切实增强企业

的获得感。

其中针对制造业，4月1日起将实施

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包括将制造业等

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到13%等。 刘昆

说，目前增值税降低税率的具体办法已

经公布，下一步将继续朝着推进税率三

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针对小微企业，刘昆介绍，今年1月

出台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放

宽了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涉及企业1798万

户， 占全部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上，其

中98%是民营企业；此外加大所得税优惠

力度， 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

并对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

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部

分地方税种实行减半征收等政策。

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施减税降

费等因素影响， 今年财政收支压力凸

显。 刘昆说，财政部门一方面要开源节

流，另一方面要精打细算，坚持有保有

压，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 确保每一分钱花得其所、

用得安全。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宁吉

喆

昨日说，要扩大重点领域混合

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 深入推进电力、

油气、铁路领域改革，自然垄断行业根

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将竞争

性业务推向市场。

宁吉

喆

当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 年年会上说， 要按照竞争中性原

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

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平等对待包

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所有

制企业。推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

面实施， 建立健全清单动态调整机制，

不断完善清单信息公开机制，推动“非

禁即入”原则和政策普遍落实。

谈及培育国内市场， 宁吉

喆

说，要

研究制定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进一

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制定出台促进汽

车、家电等热点商品消费的措施。 加快

旅游、文化、健康、体育、教育、育幼、养

老、家政等服务业发展，释放服务消费

新潜力。

在外商投资方面，宁吉

喆

说，将进

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保护外资

合法权益。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

务业开放，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

经营。

据新华社电

繁星“逐月”的“浪

漫连续剧”27日继续上演， 这一次

的“男主角”换成了太阳系的“巨无

霸”木星。 天文专家表示，届时，如

果天气晴好，有兴趣的公众和早起

出行的人们可于当日黎明前欣赏

到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

行星合月时，月亮和行星在视

觉上很靠近，无论对于观赏还是摄

影都是很有特点的天象，尤其金星

和木星这两个最亮行星的合月，更

是备受“追星族”的青睐。

天文资料显示，整个3月，木星

在蛇夫座顺行，升起时间提前至次

日1时35分， 日出时由东南方天空

转入西南方天空， 亮度-2.1等，后

半夜可见。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27日5时，月

亮就像被拉直的弓弦，挂在西南方

天空，晶莹剔透，泛着乳白色的光

芒。 在月亮左下方不远处，依偎着

一颗明亮的星星，这就是木星。 此

时此刻， 在黎明前的微微晨曦中，

星月辉映，竞放光芒，充满诗情画

意。 随着天光增亮，木星逐渐被早

霞淹没， 独留月亮迎接日出的到

来。

“有条件的公众可尝试借助于

中长焦镜头，将这出木星合月的好

戏拍摄下来，同时也可尝试使用简

易的天文望远镜观察木星的彩色

条纹和正在缩小的大红斑。 ”赵之

珩提醒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肖乃花）

记者昨日获悉，《广东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明确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及分割

转让不动产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

简称《通知》）

已于近日印发，并于5月1日

起正式施行。据悉，《通知》支持和鼓励各

地建设高标准厂房和工业大厦， 且严防

违规进行商品房开发等行为。

《通知》明确，可进行分割和分割转

让工业物业产权必须是在国有建设用

地上建造的，且该国有建设用地的用途

为工业；可分割和分割转让工业物业产

权必须是已确权登记的，即不得采取预

售方式进行分割销售；分割后的工业物

业需具备可独立使用状态且可形成权

属界线封闭的空间；受让主体必须是经

依法注册登记且为转让方的产业链合

作伙伴企业。 容积率在1.6以上，二层及

以上且带工业电梯的高标准厂房和工

业大厦， 无需经过分割手续可直接转

让。

同时，《通知》还设定了一些限制条

件，防范擅自改变工业物业的土地和房

屋用途进行商品房开发。

首先，工业物业产权不得在层内再

进行分割，即层是工业物业产权分割的

最小单位。 为确保制造业发展空间，由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限定最小的分割面

积。 同时，土地分割只涉及土地使用权

份额转移，不得将一宗土地分割为多宗

土地，即不对工业物业对应的土地使用

权进行分割，只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标

注土地使用权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

其次， 工业物业建筑区内的办公、

生活服务等配套用房不得独立进行分

割、分割转让或抵押。 即单独就工业物

业建筑区内配套用房申请变更

（分割）

不动产登记、转移

（分割转让）

不动产登

记、抵押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

受理。

此外，分割转让后原权利人自留的

工业或仓储功能的建筑面积占分割转

让前工业或仓储功能确权登记的建筑

面积比例不得低于40%。 即不管原权利

人转让几次或者同时转给多个受让主

体，其转让后持有的工业或仓储功能建

筑面积不得低于最初未分割转让前工

业或仓储功能建筑面积的40%。而且，受

让后的工业物业产权自完成转移

（分割

转让）

不动产登记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

次转让。

据新华社电

响水天嘉宜公司“3·

21”特大爆炸事故善后处置指挥部昨日

召开第三场发布会。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截至昨日12时已累计有59名住院

救治伤员出院。

据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李少冬介

绍，截至24日12时，盐城市16家医院共有

住院治疗伤员604人，危重症19人，重症

98人，留院观察142人，累计出院59人。

李少冬说， 这次爆炸事故救援中，

直接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达4500多人，

救护车116辆。 救治过程中，按“集中重

症、集中资源、集中专家、分级收治”的

原则，将危重症和重症伤员迅速转运至

三甲医院集中收治，中轻度伤员安排在

响水及周边县级医院治疗。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从协和医院

等著名医院抽调韩德明等3名院士在内

的16名顶尖专家赶赴盐城指导救治，江

苏省卫健委也从省人民医院、 中大医

院、南京鼓楼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和南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抽调65

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据介绍，截至昨日12时，在这次爆

炸事故伤员救治过程中，国家、省级专

家会诊达1579人次，抢救危重症伤员103

人次，开展手术219台。 对危重症和重症

伤员，均实行“一人一小组”“一人一方

案”的救治模式。

李少冬还介绍， 在急救的同时，针

对伤员、家属、参与救援人员的心理干

预工作也同步开展，以期努力减少伤员

和亲属的心灵创伤。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昨日开幕，财政部部长刘昆透露———

城镇职工养老险单位缴费比例5月下调

国家发改委：深入推进电力油气铁路领域改革

响水“3·21”特大爆炸事故最新进展：

已有59名伤员出院

广东发文严防工业用地违规开发商品房

“木星合月”周三上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秀丽 通

讯员 粤卫信）

今年3月24日是第24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记者从广

东省卫健委了解到，全省结核病疫

情呈逐年下降趋势，2018年全省共

报告肺结核发病数7.2万例，较2017

年同比下降11.85%。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的重大传染病。广东省结核病疫情

近年呈逐年下降趋势，2018年全省

共报告肺结核发病数7.2万例，较

2017年同比下降11.85%。 但是广东

卫健委表示，全省防控形势仍然严

峻， 总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

行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和防治能

力还不能满足新形势下防治工作

需要，遏制新发结核病患者、防治

耐多药结核病、做好流动人口结核

病防控工作仍然困难很大。

广东省结核控制中心专家提

醒， 肺结核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咳嗽、咳痰2

周以上，应怀疑得了肺结核，要及

时就诊；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

时掩口鼻，戴口罩可以减少肺结核

的传播；规范全程治疗，绝大多数

患者可以治愈， 还可避免传染他

人。

广东全省结核病疫情

去年同比下降

11.85%

呈逐年下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