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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国土局长安家盛刑满 两关键行贿方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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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000 元 / 月，但在公开征求意见

5 天时间，59157 条意见， 个税

的第一天， 各界人士却普遍提出要
“
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诉求。

法草案自 7 月 1 日公开向社会各界

一位接近全国人大的专家坦

征求意见后，平均以每天提出万条
意见的速度持续增加。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已经提交

言，7 年之前个税起征点从 2000 元
提高到 3500 元时，最后关键时刻全
国人大听取各方意见，最终使起征点

意见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行业人

上调 500 元。“
这次改革社会各界对

士处了解到，目前社会各界对草案
关注最高的还是个税起征点、税率
调整等内容。 根据草案内容，财政

全国人大同样寄予厚望，特别是目前
国务院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的原
则，人大对个税法草案提出的意见也

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个税起征点

成为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

全国人大官网中， 个税法修正
草案共列有 17 项内容，其中关于个
税起征点的内容是第五条， 草案对

3500 元提高到 5000 元， 同时增加
专项抵扣内容， 但这一结果似乎并
没有得到共识。
截至 7 月 5 日晚上 21 时，个税
法草案收到各界提出的意见达到了
59157 条。 在网易、新浪等多个网上
投票系统中， 网民对提高个税起征
点的呼声最大。
对此，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主要包括居
民个人的综合所得， 非居民个人的
工资、薪金所得，经营所得，财产租
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等 6 项内容。 在每条内容后
面都设置了“提出意见”，并设有提
交和重填选项， 公众可对其提出自
己的意见。
那么，对于全国人大来说，社会

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介绍， 目前草案
中把个税起征点定为 5000 元也没

各界提出的意见对草案的修订会产
生多大的影响？

有公布怎么计算出来的。“在工资收
入、物价、基本生活费用标准等不断

上述人士认为，从以往经验看，
社会各界对个税法草案提出意见的

提高的条件下， 官方对个税起征点
的测算标准也应及时给予说明，这

既有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 也有普
通百姓等一般公众。“
只要他们的意

样才能让公众了解更多。 ”

求意见 36 天内，共收集到来自 82707

的起征点，学界观点普遍认为 7000

位社会各界的 237684 条意见。 彼时，
仅 15%的网民赞成起征点 3000 元。

元更为合适。“这个数字考虑了物
价、消费等因素，但结果仍要看全国

见合理，且理由充分，对完善草案的

然而在多名常委会人员建议
下，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两次召开

人大和国务院对草案的综合研究。”
上述人士分析。

法人。 上市公司不参与重组，保
持独立性。 ”

中核集团”）。 此
集团（以下简称“
前热议的两大集团的合并重组一
事，或将迎来新进展。
据权威人士透露，新领导班

对此，中核建集团相关负责
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有关
合并的事宜由中核集团新闻发言
人回应。”而中核集团新闻办相关
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仍以两
会期间董事长的回答为口径，我
们也在等待进一步消息。 ”

事实上， 对于个税法草案修改
意见的博弈最终也会落实到部门之

这在很多财税人士看来， 这一
说明背后的含义是专项附加扣除标

了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外， 还会组
织专家学者对此讨论， 并对草案内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先

间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职责上。
“从草案内容看， 国务院对很
多地方都设置了空白授权的权
限。 比如说专项抵扣标准，虽然全
国各地情况都不一样， 但是作为

准，可能最后会授权给财政部，由财
政部统一制定一个标准来执行。“正
常的程序应该是财政部制定标准，
然后各界讨论， 并对标准进行分析
论证。 ”该人士说。

容进行探讨。
曾参与过多个立法讨论的专家
表示， 个税法作为一个关注度颇多
的税法，草案 6 月提请人大审议，本
月公开征求意见，8 月可能就要通

行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
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依照本修
正案第十六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一（综合所得适用）按月换算后计算
缴纳税款， 并不再扣除附加减除费

个税法草案应该给出一个限额或
者区间， 但是这次草案并没有具

此外，记者还获悉，此次财政部
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个税法草案，也

过审议，为 10 月份实施做准备。“从
立法程序上看，时间准备并不充分，

体的内容。 ”7 月 5 日，一位法学界
人士告诉记者。

只在极少范围内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以往受邀参加个税法草案讨论的专

记者查阅全国人大网个税法草
案中对专项抵扣标准的说明， 其表
述是，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
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财政、税务
等主管部门确定。

自年初宣布中核集团和中核

址变更登记， 注册地址已由北京

建集团合并消息后， 一直没有实
质性进展。近日，《中国经营报》记
者获悉， 新领导班子将于近期公

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变更
为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 500 号。
据公开消息称，2017 年 9 月

布， 中核建集团无偿划转至中核
集团，不再保留独立法人。但两大
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不参与重
组，保持独立性。中核建集团旗下
的上市公司股东会由中核建集团

5 日， 上海西虹桥商务区招挂复
合式出让的巨型商住办综合地块
成功出让。 中国核建股份公司豪
掷 29.5 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交楼
面价为 9750 元每平方米，该项目

变更为中核集团， 中核集团旗下
的上市公司保持不变。

总建筑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将打
造中核建的“核产业国际合作创

中核集团董事长王寿君今年
两会期间曾对媒体表示， 中核与

业园”。
中国核建为何从北京搬迁至

中核建的重组，就像是
“
谈恋爱”，

上海虽然并未有明确说法， 但此

“恋爱” 的过程可能是迅速闪婚，
也可能是长达十年的爱情长跑。
一位中核集团的内 部 人 士
对本报记者笑称：“宣布结婚了，
但方案没有正式公布，还没过到

举被理解为是为合并后的安置及
发展布局。
一位接近中核建集团的人士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中国核
建跟中核建集团其实是一套人

一起。 ”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个消
息源获悉，合并后，中核建的员工

马、两个牌子。中核建集团办公地
址为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与中国核建变更前地址一

一部分去中核总部， 一部分留在
旗下的上市公司， 还有一部分可

致。除领导外，集团很多人员的编
制在上市公司， 待遇按照上市公

能会分流到二级公司。
中核集团旗下 A 股有 3 家

司标准发， 但不能超过国资委的
工资总额核定标准。

用；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 承租经

上市公司， 分别是东方锆业
（002167.SZ）、 中国核电（601985.

人事变动上， 一位业内人士
告诉本报记者， 新的领导班子将

我们建议明年 3 月大会审议可能会
比较合适， 因为个税法草案很多细

营所得， 先行适用本修正案第十七
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二 （经营所

SH）、中核科技（000777.SZ）。H 股
上市公司 1 家：中核国际（02302.

于近期公布， 现在中核集团的一
把手王寿君，是去年 12 月由中核

家纷纷表示，他们也是在看到个税法
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消息后，才

节都没有说明， 今年剩余的时间可
以完善法律。 ”该人士说。

得适用）计算缴纳税款。
多位财税人士预测， 个税法草

HK）。 中核建集团旗下 A 股有 1
家上市公司：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

建集团调任到中核集团担任董事
长的， 而中核建集团的董事长一

知道个税法草案已经起草完成。
不过， 在个税法草案进入人大
审议阶段后，按照惯例，全国人大除

不过， 个税法草案在进度上的
说明是，本修正案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修正案施行前，自

案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月里， 全国
人大和财政部对草案内容的讨论将
至关重要。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核
建”）（601611.SH）。 H 股上市公司

职目前依然空缺。 合并后王寿君
出任“新集团”董事长的可能性较

1 家：中国核能科技（00611.HK）。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核建于

大。工商资料显示，目前中核集团
和中核建集团的法定代表人都是

2018 年 5 月 14 日完成了注册地

王寿君。

地方空间

自贸区负面清单缩减过半 或为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做准备
年全国负面清单和 2018 年自贸试
验区负面清单。
受访专家认为， 新版负面清
单全 方 位 推 进 开 放 ， 在 一 、 二 、 三
产业都有缩减，是落实之前的开

验区负面清单比全国版负面清
单少三条，有专家认为，有些清
单内容是为中欧双边投资协定
（以 下 称“中 欧 BIT”）做 准 备 ， 在
接 下 来 的 中 欧 BIT 负 面 清 单 谈

放 承 诺 。 两 份 清 单 相 比 ， 自 贸试

判中，就可能把现在试验放开的

内容加进去。
中国欧盟商会相关人士在接
受《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一些行业的变化很重要，但
具体的影响还待观察，希望中国

6 月 28 日和 6 月 30 日，国家
发改委和商务部官网分别公布了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2018 年版）》（下称“2018
全 国 负 面 清 单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 面 清 单）（2018 年 版）》（下 称
“2018 自贸区负面清单”）。两部委

条特别管理措施，比 2017 年版减少
15 条。 除了特别管理措施条目数量
进一步减少以外，2018 年版负面清
单还列出了汽车、 金融领域对外开
放路线图时间表， 逐步加大开放力
度，给予相关行业一定过渡期，增强
开放的可预期性。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负面清单开放措施基础上， 在更多
领域试点取消或放宽外资准入限
制， 由 2017 年版的 95 条措施缩减
至 45 条措施。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
区研究院院长陈波告诉本报记
者：“这次自贸区负面清单的缩减
程度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 一口

有意义， 因为可以选择的地区更
多。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
研究部主任赵萍告诉本报记者：
“虽 然 有 部 分 观 点 认 为 基 础 建 设
等领域中国处于竞争优势的地
位， 很多领域的外资进入还需要
进一步落实规则， 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外资就没有机会进入。 缩减

称，2018 全国清单自今年 7 月 28
日起施行。
所谓负面清单， 列明了不符合
国民待遇等原则的外商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外，原则上
对外开放。
2018 全国负面清单保留了 48

2018 全国负面清单的主要特点是
全方位推进开放，一、二、三产业全
面放宽市场准入。涉及金融、交通运
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制造、基础
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各领域，共
22 项开放措施。
2018 自贸区负面清单在全国

气缩减了 50 条，对外商投资准入
的开放力度非常大。 虽然第一版
自贸区清单到第二版自贸区清单
缩减了 51 条，但当时的 51 条里很
多是合并同类项的， 真正的缩减
只有 17 项。 ”
“全国版的负面清单对外资更

负面清单是我们进一步开放的决
心，开不开放是我们的态度，进不
进得来是外资的实力。 ”
“
之前我们承诺的汽车、金融等
领域的开放都在这次的负面清单里
得到落实， 形成了全国性的外商投
资法律。 ”陈波称。

水平的对外开放。 在负面清单口径
方面，对标国际规则，主要列示股
比要求和高管要求等外资准入方
面的特别管理措施，实现与全国外
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可对比；对于非

常规投资范畴的内容、内外资一致
的管理措施、部分行业的审批要求
等，原则上不单独列示，按照现行
规定执行。
自 2013 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

今，我国已设立的自贸区数量共 12
个，包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
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
西、海南。

政府制定实施法规。

全面放宽准入

自贸区先行先试
2018 自贸区负面清单比 2018
全国负面清单少三项，自由贸易试
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种业、油
气、矿产资源、增值电信、文化等重
要领域提出了新的举措，进行更高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 （以下简称
“中核建集团”），只有中国核工业

上市公司保持独立性

会议研究审议， 并与国务院多次研
究，最后时刻，个税起征点从原来的
3000 元提至 3500 元。
据悉， 目前对于个税法草案中

如期发布的负面清单表明了中
国进一步开放的决心。
6 月 28 日和 6 月 30 日， 国家
发改委和商务部分别公布了 2018

最新的央企名录中已不再有

中核建集团无偿划转进中核集
团，划转后统一称作中国核工业
集团，中核建集团不再保留独立

子将于近期公布， 合并方案也
已获批， 只是尚未对外公布。
“名义上是合并重组，实际上是

公平有帮助， 人大都会听取并认真
考虑这些意见。 ”
记者了解到，2011 年个税起征点
从 2000 元提到 3500 元时，在草案征

本报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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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建划转进中核集团：
上市公司或保持不变
本报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5000 元争议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个税法
草案中最没有技术门槛的改革意见
可能就是个税起征点， 草案指出从

611982656@qq.com

高耗能优惠电价全面取消 发挥电价杠杆促节能

个税起征点博弈：各方呼吁 5000 元应适度上调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校对 / 于淑梅 haocheng@cbnet.com.cn

下转

A6

增强国际竞争力
中核集团与中核建集团的合
并， 是继原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下称
“中电投”）与国家核电技

就是一家，曾经都属于原中国核工
业总公司。 1999 年，国防科技工业
体制改革，中核总被划分为中核集

术公司（下称“国核”）、国电集团
与神华集团合并后， 能源行业第
三例落地的央企重组。 合并后将

团和中核建集团。 中核集团继承了
中核总的衣钵，承接了大部分产业，
中核建则负责核电工程、军工工程

形成中核集团、国家电投、中广核
三足鼎立的新行业格局。
至于合并意图，一位核电行业
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
中核集团的业
务涉及核军工、核电、技术应用、环
保等多个领域， 而中核建集团主要
是工程建设单位，两大集团合并后，
中核集团的产业链将更加完善。 ”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
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 《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的
核电市场主要在中国， 但是把国

等方面的建设工作。
从核电行业看， 目前中核集
团、中广核、国家电投都拥有核电
运营牌照，但只有中核建集团拥有
核电建设牌照，尤其是在核岛工程
方面，中核建集团一家独大。 合并
后，中核集团将同时拥有核电运营
牌照和建设牌照，更具竞争力。
谈及核电领域三大集团各自
的优劣势时， 一位核电系统内部
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中核有军工
和技术优势，但运营和管理上，中

内市场做好已经不是核电发展的
唯一目标了， 我们想参与全球市
场，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和发达
国家。合并后三家适度竞争，把技
术、建设、投资都绑在一起，有利
于更好的走出去。
王寿君曾对媒体表示，1999
年“
中核总”（原中国核工业总公
司）是按照上下游分开的，不像有
的军工企业是一分为二， 这两个

广核更加市场化。 中核建的建设
优势突出。 国家电投虽然拥有牌
照， 但是在核电站的技术和经验
上相对较弱。
全国人大代表、 中核集团中
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巍
说，从国际核电市场需求看，共有
72 个国家已经或正在计划发展核
电，其中“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占
大多数。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

企业本来就是上下游关系， 在集
团内部不存在大组合的问题。 这
有利于核工业提升竞争力， 加快
我国从核大国迈向核强国。
中核集团和中核建集团原本

计，2030 年前，全球将新建机组约
300 台，其中
“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新建机组数将占约 80%。 完整的
核工业产业链是中核集团推动
“
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