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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数据 

 税务总局——2019 年一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 3,411 亿元；一季度地方“六税

两费”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7.2 个百分点 

 海关——我国 3 月汽油出口 169 万吨，同比降 0.6%；柴油出口 271 万吨，同比

增 14.2%；焦煤进口 614 万吨，同比增 53.1%；液化天然气进口 406 万吨，同比

增 25.2%；气态天然气进口 288 万吨，同比增 6.5%。 

 财政部——1-3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39,943.1 亿元，同比增长 8.9%；国有

企业利润总额 8,197.7 亿元，同比增长 15.6%；石油、交通运输仓储等行业利润

增长较快。 

 统计局——4 月中旬，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中 24 种产品价格上

涨，20 种下降，6 种持平；中国 3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895.2 亿

元，同比增长 13.9%；1-3 月实现利润总额 12，972.0 亿元，同比下降 3.3%。 

 央行——中国金融机构已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逾 4,400 亿美元，其中

金融机构自主开展的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超过 3,200 亿元，中国资本市场

为相关企业提供的股权融资超过 5,000 亿元，沿线国家企业在中国境内发行熊

猫债超过 650 亿元。 

 

监管文件 

 本周各类法规、公告发布汇总： 

 《关于永续债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重要会议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收获 6 大类共 283 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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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数据  

 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本周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 3,411亿元；一

季度地方“六税两费”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7.2 个百分点。 

今年第一季度，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新增减税 576亿元，其中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起征点新增减税 149亿元，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和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新增

减税 287亿元，地方六税两费减征政策新增减税 140 亿元。 

 海关 

海关数据显示我国 3月汽油出口 169 万吨，同比降 0.6%；柴油出口 271万吨，同比

增 14.2%；焦煤进口 614万吨，同比增 53.1%；液化天然气进口 406万吨，同比增 25.2%；

气态天然气进口 288 万吨，同比增 6.5%。 

 财政部 

4月 24日，财政部发布 2019年 1-3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3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39,943.1 亿元，

同比增长 8.9%；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8,197.7 亿元，同比增长 15.6%；石油、交通运输仓

储等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统计局 

本周国家统计局连续发布工业生产相关数据，数据显示，4月中旬，流通领域 9 大

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中 24种产品价格上涨，20种下降，6 种持平；其中花生涨 4.1%，

LPG涨 3.3%，烧碱跌 5.3%，生猪跌 4.0%，LNG跌 3.2%。 

中国 3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895.2 亿元，同比增长 13.9%；1-3 月

实现利润总额 12，972.0亿元，同比下降 3.3%。统计局解读称，3月生产销售增长加快，

价格企稳回升，使工业利润同比增加约 268 亿元；汽车、石油加工、钢铁、化工等重点

行业利润明显回暖；工业企业效益状况有所改善。 

 央行 

4 月 25日至 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期间央行公布我国

一带一路相关金融数据，数据显示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对“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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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支持。中国金融机构已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逾 4,400 亿美元，其中金

融机构自主开展的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超过 3,200 亿元，中国资本市场为相关企业

提供的股权融资超过 5,000 亿元，沿线国家企业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超过 650 亿元。 

丝路基金在 2018年获得 1,000亿元增资后，截至 2019 年第一季度末人民币出资金

额总额已超过 180 亿元人民币。 

监管文件 

 财政部 

《关于永续债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4号） 

财政部发布《关于永续债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

内容包括：一、企业发行的永续债，可以适用股息、红利企业所得税政策；二、企业发

行符合规定条件的永续债，也可以按照债券利息适用企业所得税政策；三、企业发行永

续债，应当将其适用的税收处理方法在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等发行市场的发行

文件中向投资方予以披露；四、发行永续债的企业对每一永续债产品的税收处理方法一

经确定，不得变更等。文件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2019年 4月 25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资金融通分论坛期间，

财政部正式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是在借鉴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国家

实际情况制定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鼓励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融机构、

国际机构在自愿基础上使用。分析框架的发布，既彰显了中方在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上积

极和开放的态度，也体现了中方对“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实际国情和发展需求的重视，

有助于提高“一带一路”参与各方投融资决策科学性，加强有关国家债务管理能力，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重要会议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 4 月 26 日上午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表示，中国不搞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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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稳定。 

习近平：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各种非关税壁垒，不断开大中国市场大门；

愿意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中国将

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全面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执法，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杜绝强

制技术转让，完善商业秘密保护，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推动同各国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基础

上开展技术交流合作。 

习近平：中国未来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

位对外开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将新布局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

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

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

准自由贸易协定，加强海关、税收、审计监管等领域合作。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收获多项成果 

2019年 4 月 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顺利闭幕。首届高峰论

坛以来及本届高峰论坛期间，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

及务实成果，中国作为东道国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汇总，形成了

第二届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清单包括中方打出的举措或发起的合作倡议、在高峰论坛期

间或前夕签署的多双边合作文件、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建立的多边合作平台、投资类项目

及项目清单、融资类项目、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作项目，共 6大类 28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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