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I 环比由涨转平
实现年度物价调控目标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是宏观政策
重要着力点。 相关部门已多次强调将
继续加强市场监测，保障水果、蔬菜、
肉蛋产品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2019年全年，CPI 比上年上涨 2.9%，实
现“3%左右”的年度物价调控目标。

区域协调发展
激活经济持续增长新动能

近一年来， 区域协调发展规划密
集落地，我国已形成以西部、东北、中
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以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 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区域
战略为引领的区域发展模式。 我国经
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
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逐渐明晰。

我国快递业
呈现三大突出变化

近日，2020 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
会议提出，2019 年全年快递业务量和
业务收入分别为 630 亿件和 7450 亿
元，同比增长 24%和 23%。 一组简短的
数据， 其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并不
简单，2019 年快递行业发生了什么，行
业格局有没有变化， 快递企业的日子
过得怎么样？ 中国商报记者对 2019 年
快递行业的整体情况进行了盘点。

抗衡亚马逊
英国电商奥凯多凭什么

在众多食品杂货电商中， 英国最
大的在线食品杂货零售商奥凯多（O－
cado）是不得不提的。从 2002年运营至
今，奥凯多不仅早已扭亏为盈，还在智
能化、 新技术等方面远远甩开很多竞
争对手， 更一直被视作该领域可以与
亚马逊抗衡的一家电商。

胡建兵

1月 6日，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 会议要求要着力统筹做好减税降费和
组织税费收入工作，积极促进“六稳”和高
质量发展，坚决不越“收过头税费”的红线，
依法打击虚开骗税行为。

当前，随着企业转型升级，人员工资等
成本上涨，设备改造投入增加，一些企业营
运成本不断增加，利润有所下降，在这种情
况下，一些地方把税收指标分解到企业，除
向企业收取正常的税收外， 还增加了许多
非税名目。 这种情况亟须通过相关举措加
强监管，进一步提高政策落实的质量，凝聚
抓落实的合力，强化抓落实的成效，让纳税
人、缴费人有更多获得感。

一方面，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果，
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成效，让纳税人、缴费人
有更多获得感。 另一方面，组织税费收入工
作要坚持依法依规征收，积极培植税源，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不
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通过实施好降低增
值税税率、 扩大享受税收优惠小微企业范
围等政策，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 事实上，
在去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过程中，民
营企业已经成为主要受益对象。 去年前三
季度， 包括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在内的民
营经济纳税人新增减税 9644 亿元，占新增
减税总额的 64%。

依法组织税收收入， 确保实现预算确
定的税收收入目标， 是各级税务部门的法
定职责。 不久前，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财政部
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前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严禁对企业该
抵扣进项税额的不让抵扣， 严禁该退的税
款不予退税或缓退，严禁运动式清理欠税、
补税。 既要以最严格的标准防范逃避税，又
要避免因为不当征税影响企业正常运行。

国家要运转，各地要进行经济建设、基
础设施投入， 都离不开千万企业的照章纳
税，这也是国之根本。 国家根据各地经济税
源情况，年初完成好预算确定的收入任务，
再在各级税务机关之间分解收入任务，这
本无可厚非， 但不能将收入任务分解到企
业头上， 给还未实现运营收入的企业增加
负担。

因此， 各地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
果，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成效，让纳税人、缴
费人有更多获得感。 税费收入工作要坚持
依法依规征收，积极培植税源，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 既要不折不扣地把该减的税
减到位，把该降的费降到位，又要依法依规
把该收的征收好，严守打击虚开骗税、坚决
不越“收过头税费”的纪律底线，确保税费
收入实现没有水分的增长。 要通过节俭、节
流等节省支出，并促进自身职能的转变，为
企业做好服务，只有让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才能有更多的税收。

总之，“收过头税费” 这个红线坚决不
能踩。 相关部门应将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
精简规范税务行政许可事项上， 围绕简化
办税流程、减少办税时间、简并涉税资料等
方面多做文章，不断优化办税服务、提升办
税质效、减轻办税负担等，努力实现组织税
费收入量质兼优，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增强经济发展信心。

文旅部、国务院扶贫办
将逐步建立稳定、长效的非
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和运
行机制，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和覆盖人群，促进非遗保护
传承全面融入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在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
挥更大作用。

� � � �针对“春节期间猪肉供应形势如何”相关问题，农业农村部 1 月 8 日表示，一些养猪场户前期压栏的肥猪，开始集中出栏上市，春节
前，肥猪上市供应量大幅增加，预计春节期间的猪肉供需总体平稳，让老百姓放心吃肉。 图为市民在北京一家超市内选购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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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共设非遗工坊 2310 个 带动 46.38 万人就业

非遗 +扶贫 打通文旅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李远方

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是文化和旅游扶
贫的重要举措。 文旅部、国务院扶贫办近
日印发通知，支持各地特别是国家级贫困
县以传统工艺为重点， 依托各类非遗项
目，设立一批特色鲜明、带动作用明显的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帮助贫困人口学习传
统技艺，促进就业增收，巩固脱贫成果。

已设非遗工坊 2310个

近年来， 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
文旅部先后印发《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
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关于支
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 明确
提出非遗助力精准扶贫的工作路径，“非
遗+扶贫” 的模式在让许多传统技艺得到
更好传承的同时，助力越来越多的困难群
众走上脱贫致富路。

值得关注的是，2018 年 7 月，文旅部、
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了第一批 10 个“非遗+
扶贫”重点支持地区，支持设立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 数据显示，一年多来，非遗助力
精准扶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积极
响应，全国 393 个国家级贫困县和 150 个
省级贫困县已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
作， 全国共设立非遗工坊 2310 个， 带动
46.38 万人参与就业，带动 20 万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

此次印发的通知明确，设立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应当依托一项或几项覆盖面广、
从业人员多、适于带动就业、具有较好市
场潜力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优先支持依托
列入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的项目建设
非遗工坊；有建设、运营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的牵头企业、合作社或带头人；有建设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必要场地和水电等
基础条件；能够有效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低收入家庭参与就业，吸纳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就业的数量标准，按当地扶贫车间

相关规定执行。

脱贫增收新引擎

“刚完成一批新年主题的剪纸订单，又
一批订单来了。 订单多了，乡亲们的收入
就多了，非遗为脱贫攻坚注入了新活力。 ”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非遗保护中
心主任杨琳表示。

据了解，丰宁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也是全国 10 个“非遗+扶贫”试点县
之一。 丰宁依托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探
索了一条“非遗+扶贫”的文化扶贫之路，
在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让其成为
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新引擎。

丰宁非遗文化底蕴深厚，有各级非遗
项目 61项，包括满族剪纸、布糊画、木作技
艺、铁编技艺等，通过在县城建立传统工艺
工作站，在乡镇和村建立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逐步形成县、乡、村三级“非遗+扶贫”
工作体系。

重庆市酉阳县也积极出台政策扶持苗
绣等非遗技艺的传承，让非遗文化与市场
对接，带动当地村民从事苗绣产业，使非遗
技艺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解决了当地女子的就业问题。

此外， 甘肃近日也确定将夏河县善源
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 通渭县忠贤脊兽制
作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91 家单位认定为甘
肃省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工坊将纳入县
级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并获得政策支持。
今后， 甘肃省相关部门将举办各类非遗扶
贫就业工坊产品展销活动， 帮助其加大线
上线下的宣传和营销力度； 组织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产品进入本地各景区、 景点开展
展销活动，切实帮助贫困户持续增加收入。

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 为吸引更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 文旅部支持各地文化部门组织高
校、企业或研究机构，深入挖掘整理贫困地
区传统工艺项目的材料、工艺、功能、样式、
历史文化内涵，进行分类研究，丰富现有产
品题材、样式、功能。 支持已设立的传统工
艺工作站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开展传
统工艺振兴工作。支持高校、企业或相关单
位在条件成熟的贫困地区设立传统工艺工
作站， 帮助贫困地区传统工艺企业和从业
者解决工艺难题，提升设计水平，提高产品
品质，培育品牌，拓展市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系主任
陈岸瑛认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应选取
适于带动就业、 有市场潜力的传统工艺项
目，根据项目特点和工作实际，采取政府投
资、对口帮扶援建、合作共建等方式，利用
当地非遗保护设施、传统工艺传习所、闲置
场所或企业厂房等进行改造或新建， 设立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形成一个或几个相对
集中的传统工艺生产培训和交流展示空
间。

据悉，文旅部、国务院扶贫办还将逐步
建立稳定、 长效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
和运行机制， 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和覆盖人
群，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全面融入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 在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越过头税费红线
拓展减税降费成果

春节猪肉供需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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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小山村农家乐乐农家

什寒村,坐落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2012年之前，什寒村年人均收入 5308 元，曾是琼中最偏远、最贫困的村庄。 在这
种情况下该如何带领村民实现脱贫致富？ 近年来，在海南省相关部门的定点帮扶下，琼中县结合什寒村的生态环境、民族风情等独
特优势，找到了一条“旅游+扶贫”的精准模式，特别是农家乐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了什寒农民群众脱贫致富。 （详见 3 版）

04

05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