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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动车起火事故原因调查中 中车长客排查同款车型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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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价格看涨 企业开年或遇融资难题

2 月 12 日， 距离中国联通宣

了大量的改革。 时至年关，王晓初
终于走出联通总部大楼， 面带微
笑去一线岗位给员工拜年， 对不

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过去
了 180 天。 半年的时间，在王晓初

平凡的 2017 年有所交代。

的操盘之下， 中国联通内部进行

基本完成，最大落脚点在
‘改’。 ”

操盘手的半年

时常带着微笑面对外界， 但是，谈
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王晓初

推进了一些央企三级子公司的混
合所有制改革，但是因为混改的规

称自己是改革的直接操盘手，“感
到的改革都是压力， 都是痛苦，都

模和幅度较小，并未引起外界关注。
2016 年来自财政部和第三方

是挑战。 ”
2015 年 8 月， 时任中国电信

评价机构的诸多专家，对本轮国企
改革的普遍评价是
“获得感”不强。

董事长的王晓初是流着眼泪告别
中国电信，来到中国联通担任董事

“
大旗”恰好
中国联通举起混改
出现在这一时刻。 联通进行深入混

长。 此前他在中国电信工作了 11
年，被称为“少帅”。

改的根本原因在于， 三大电信运营
商中，中国联通的表现一直欠佳。 中

2017 年 8 月， 中国联通宣布
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

国联通公开披露的 2016 年年度业
绩信息显示， 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革，联通成为了第一家混改程度最
深的大型央企。
此时的“少帅”已经多了很多

2742.0 亿元，同比下降 1.0%，其中服
务收入实现止跌回稳， 达到人民币
2409.8 亿元，同比增长 2.4%。 实现净

白发。

利润人民币 6.3 亿元，降幅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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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需要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的

在确定按月计算， 按季申报缴

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
记者获悉， 环保税“费改税”

纳后， 环境保护税将在今年 4 月迎
来第一个征收期。 从 2018 年 1 月 1

后，税务部门将全面接管从环保部
门移交的排污费信息，并开展纳税

日正式施行到 4 月第一次申报征

人识别工作。“税务总局的征管系
统正在和环保部门涉税信息平台
加大信息联网，争取在 4 月份实现
互通。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

管，环保税“费改税”也为企业留足
时间过渡。

2017 年，在中国联通宣布混改的前夕，联通中报显示，归属母
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74.3%，达到人民币 7.8 亿元。
在 2017 年之前， 国资委带头

万达网科触礁：王健林做错了什么？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正如他所言，“联通的‘混’已

2018 年， 王晓初正好 60 岁，

611982656@qq.com

环保税按季申报
税务机关全面接管排污费信息

联通混改 180 天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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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刘军 haocheng@cbnet.com.cn

由于环境保护税将全部作为地
方收入，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透露。

信息移交

本报资料室 / 图

环保税从缴费改为纳税， 在程

蔡自力介绍， 目前税务总局开

序上也由原来的“环保部门核定在
先，排污单位缴费在后”的征管改为

发的核心征管系统和各地开发的网
上申报系统已基本完成， 与环保部
门共同开发建设的环保税涉税信息
共享平台正在加速推进之中， 力争

2017 年， 在中国联通宣布混
改的前夕，联通中报显示，归属母
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74.3%，达
到人民币 7.8 亿元。
即便如此，中国联通在三大运
营商中，仍处于弱势。 固话宽带用

城市都在进行 5G 基站建设。
缺钱又缺创新点的中国联通，
在这一阶段， 需要迅速跟上步伐，
并努力翻身。
一面抓经营困局，一面抓混改
推进的王晓初，在压力、痛苦和挑

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
目前计税方法共有自动监测、
委托监测机构监测、 排污系数和物
料衡算方法以及抽样测算方法核定
计算等四种， 在不强制要求所有纳
税人安装自动监测设备或者委托第

首个征期前实现税务端与环保端的
互连互通。
信息联网也为 4 月份的征管提
供更强的技术保障。

户始终处于减少的窘境。
2018 年 2 月 7 日，北京宣布进

战中，度过了 180 天。
“很多人都认为改革是好事，

三方机构监测后， 纳税人有多种计
税方法可供选择。

“目前税务机关已经要求很多
企业安装金三系统，通过税务信息的

行 5G 网络试点。目前三大运营商已
进入到 5G 竞赛阶段，北京、上海、广

多发钱什么的。中国联通几经改革
重组，机构不断重叠，矛盾也越来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
司长蔡自力表示，对安装使用属于《关

大数据搜索，将使企业涉税信息更加
透明化，并能通过同行业企业之间涉

州、深圳、雄安、苏州、重庆等十多个

越多。 ”王晓初说。

于印发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2017 年版)》
中列举的环境监测设备的纳税人，可
按 10%的比例抵扣企业所得税。

税信息比对等内容，对企业的偷漏税
行为进行有效执法”。 2 月 7 日，某地
方税务系统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
营改增” 全面推

目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均已按法定程序出台了本地大
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
2016 年 12 月 25 日， 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审议

广后， 地方主体税种的缺失加剧了
财政在事权和支出责任方面的矛
盾。环保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后，将
成为地方财政的一种补充， 虽然税
收规模不大， 但能有效缓解事权和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
法》，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

支出责任之间的关系。
数据显示，环保税一旦开征，规

行。 税法公布一年多来，税务总局着
力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

模将远超现行排污费， 年征收或达
到 500 亿元。这其中，大气污染物和

省级税务端与环保端系统连通。

水污染物排放企业受影响最大。

拆庙与瘦身
此前，员工退出机制讳莫如深，一直在企业管理中被淡化。 而 2017 年，联通让员工周知退出机制。
王晓初做的第一件艰难的事

的岗位。 ”对此，王晓初笑而不语。

其实， 中国联通在 2017 年初

的，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员

情，就是裁减机构，人员分流。
“我们这次首先从臃肿的机

对于中国联通为何要积极瘦
身，一位国企改革专家向记者表示，

就对内公布了瘦身计划，即在联通
全面构建倒三角服务体系，精简管

工工作岗位本人不服从安排的，都
被列入到员工退出类别中。

构开始下手进行改革，总部带头，
从过去的 27 个部门， 一口气压到

“
联通未来引进的都是社会资本，要
进行市场化的运营和管理，所以联

理部门、压缩管理层级。随后又公布
了联通干部的聘任管理办法和员

王晓初表示， 高层管理人员
“退出”， 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行

了 18 个部门，减掉了 33%。 ”他把
这一过程称为联通的“瘦身”。
“拆庙容易，但和尚、住持不
好安排，这是最困难的事。 ”王晓

通要像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一样，从
人员、机构和竞争机制上都要接轨，
这也是社会资本的要求。 ”
总部人员编制由 1787 人减少为

工退出机制。
此前， 员工退出机制讳莫如
深， 一直在企业管理中被淡化。 而
2017 年，联通让员工周知退出机制。

为，“今后每年会有 1.5%的常态化
退出比例。”王晓初表示，从管理层
面上，“破除到龄转任非领导职务
制度，改变过去
‘退居二线’人员长

初表示。
在中国联通，有一段时间，人
人自危， 不知道自己的岗位是否
还在。 一位国资委的官员曾直接
向王晓初表示，“我们家的亲属在

891 人，减少 50.14%，其中，净减编
347 人，生产分离 549 人。处室数量由
238 个减少为 127 个， 减少 46.64%，
其中，净减少 56 个，生产分离 55 个。
此外， 中国联通有 14 名正副

2017 年 11 月， 中国联通内部
各分公司根据总部的瘦身要求，部
分分公司以及下属单位开始组建
“
员工退出”领导小组和
“
员工退出”
工作小组。 在机构精简过程中，包括

期处于半休养的状态。 ”
2017 年上半年资本开支同比
大幅下降 49.5%,为人民币 91.4 亿
元。得益于主营业务收入逐步改善
以及资本开支大幅下降。

联通担任领导职务， 她一直害怕
自己被裁员， 大家都很担忧自己

职管理人员“
退出”，党组管理人员
的退出率超过 6%。

因机构调整、 部门职责或者编制变
化等原因无工作岗位又不接受安排

2017 年下半年的员工退出态
势，远高于上半年。

改写利益分配格局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股东大会上透露，
“
与 BATJ 沟通的时候，问过他们三年锁定期后会退出吗，他们都说进来就是要做长期投资。 ”
改革就要有付出， 在“
员工退
出”一系列激荡的改革之后，更复杂

质疑的声音需要给予交代。
2018 年 1 月 15 日、16 日，中

通过中国联通某分公司的持
股比例计算，在本轮员工持股改革

要达标，所在公司的业绩也需要完
成， 即所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净

的任务摆在这位操盘手面前——
—员
工持股，而且时间非常紧迫。
王晓初曾经向《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 一系列的改革在 2018
年 1 月都会完成。
在中国联通宣布混合所有制改
革临近 6 个月的最后时刻， 一直被
争议颇多的员工持股政策浮出水
面，利益分配的格局将要被改写。
2017 年 8 月公布的 《中国联
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首期授予方案 （草案） 摘要公
告》中指出，中国联通将向核心员

国联通内部分公司员工相继接到
员工持股通知，“为激发企业内生
动力， 吸引和保留核心关键人才，
实现国有股东价值、公司价值和员
工个人价值的统一”等。
此前，中国联通表示“对首期
限制性股票拟授予人员名单进行
公示”。
《中国经营报》 记者从多个渠
道获悉，已经有多家分公司就持股
员工名单进行了公示。
“
持股人员普遍是处级， 包括
副处级在内的领导。 ”中国联通内

中，约有 4%的员工将获得股票。
其实想真正拿到这些股票，持
股员工的业绩压力非常大。
公告称，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10 年， 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的
有效期为 60 个月， 自激励对象获
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生效。 其中，
前 24 个月为禁售期， 激励对象通
过激励计划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将被锁定， 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转
让、 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限
制性股票禁售期满后为限制性股
票解锁期，解锁期至少为 36 个月。

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增长率三个
指标需要同时满足。
在完成这一系列内在改革之
后，1 月 23 日， 中国联通发布公
告，公司董事会成员拟由 7 名扩大
至 13 名。 这 13 名拟任的新董事会
成员中， 有 8 人为非独立董事，他
们分别是王晓初、陆益民、李福申、
尹兆君、卢山、李彦宏、廖建文、胡
晓明。
2 月 8 日，中国联通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国联通
董事长王晓初在股东大会上透露，

工首期授予不超过约 8.48 亿股限
制性股票， 募集资金不超过约
32.13 亿元。 而员工持股的目标人
群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

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近期，持股人
员刚刚签完相关协议。 ”
记者了解到，持股人员获得股
票具有诸多限制性条件。 如，未来

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限制性
股票的价格折扣与业绩条件的达
成难度直接相关。在某一解锁年度
内，只有当全部业绩条件达成才能

“与 BATJ 沟通的时候， 问过他们
三年锁定期后会退出吗，他们都说
进来就是要做长期投资。 ”
“
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按照

心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 ”，不超过
7550 人。
对这 7550 人的名单， 联通对

三年集团业绩、公司业绩以及个人
业绩都需考核合格，才能最终实现
股票增值等。

解锁。 如果没有达标，则面临无法
授予或者解锁的风险。
不仅仅锁定期内个人业绩需

中央的要求推动混改，2018 年中
国联通发展会有更多亮点。 ”王晓
初表示。

以环保部门数据为准
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在征收期
到来之前，最大程度降低企业涉税

动监测数据的机器，当有些企业自

风险是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金杜研究院研究员叶永青建
议， 当前企业应该加强内部生产部

环保部门监测数据不一致时，税务
部门应该以哪个数据为最终征管

门、安全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协
作，适当合理地记录排污数据并使
之成为固定化的支持性证明文件，

2 月 7 日，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
行为税司副司长孙群表示，按照《环
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纳税人申报

以降低相关税务风险。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要求，其

的污染物排放数据与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交送的相关数据不一致的，应

征管对象是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
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对大气、水污染物以现行大气、
水污染物排污费标准作为税额下

按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交送的数据
确定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
也就是说， 当税务部门和环保
部门相互交换信息后， 税务部门将
进行信息比对， 如果发现涉税信息

限，以最低税额标准的 10 倍作为上
限设置了税额幅度，即大气污染物
的税额幅度为 1.2 元至 12 元，水污
染物的税额幅度为 1.4 元至 14 元，
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上述
税额幅度内依法制定本地具体适用

有异常情况， 税务部门会首先把异
常反映到环保部门进行复核， 然后
税务机关将根据环保部门的复核资
料直接对纳税人进行纳税调整。
此前， 环保税在征求意见稿阶
段规定的
“违法排污的，纳税期限为

税额。
对固体废物和噪声实行固定税
额。 其中，固体废物按不同种类，税
额标准为每吨 5 元至 1000 元；噪声
按超标分贝数， 税额标准为每月
350 元至 11200 元。
需要注意的是，环保税“费改

环保部门执法文书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一款在正式颁布时被删去了。
叶永青认为， 考虑到税收执法
现实能力， 对于事后发现的违法排
污行为， 未来或将还是以环保部门
做出的认定为依据， 在核定一个应
纳税额后，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补

税”以前，很多企业自己安装了自

缴税款。

动监测数据、监测机构监测数据和

标准？

中农办：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是必要措施
本报记者 李艳洁 北京报道

2 月 4 日， 商务部官网发布
2018 年第 12 号和第 13 号公告，决
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
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
“高粱进口已经对中国农民造
成实质性损害。 ”2 月 5 日，中央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在
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表示，发

起反倾销调查是保护中国农民利益

成削减和抑制，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有

理，超过配额的进口量需要缴纳高额

后， 这两年我们在去库存方面取得

一起正常的贸易救济调查个案。 ”

的必要措施。
这份 《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
口高粱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公告》
称，商务部获得的初步证据和信息显
示，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以低于正
常价值的价格向中国出口销售，存在

关经济指标呈恶化趋势。
商务部获得的初步证据和信息
还显示，美国高粱产量巨大，库存增
加，2013 年以来美国高粱出口数量
占其产量比例均在 50%以上。
韩俊介绍，最近几年，国内粮食

关税，因此出现了玉米替代品进口急
剧增加的情况。
“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
2016 年进口的玉米替代品，包括高
粱、大麦、玉米酒糟、木薯等，每年进
口量多达 2277 亿斤，这相当于每年

了很大进展。 ”
“中国的高粱进口量急剧增加，
去年进口量 505.7 万吨。 ” 韩俊强
调，种种证据显示，高粱的进口已经
对中国农民的利益造成实质性损
害， 发起调查是保护中国农民利益

韩俊表示， 反倾销调查是
WTO 成员方的权利， 是中国的常
规性政策。
商务部公告称， 对原产于美国
的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本次调查确定的倾销调查期为

较大幅度的倾销。 同时，该产品进入
中国市场数量大幅增长，价格持续下
降，对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

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尤其是玉米的国
内价格在 2013 年以后全面高于国
际价格，由于我国玉米进口有配额管

挤占了国内近 600 亿斤的玉米市
场。 ”韩俊表示,中国的玉米大量积
压， 自从实行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之

的必要措施。
2 月 4 日，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
查局局长王贺军对媒体表示，“
这是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